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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和家庭情况对脑卒中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及对症心理护理干预研究

唐运兰 、 陈明翠 、 刘家骥 、 李小芳

【摘要】目的　分析病情和家庭情况对脑卒中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及对症心理护理干预的临床

效果。方法　按照入院顺序抽签后随机将 96 例脑卒中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患者接受

常规护理干预，实验组患者在此基础对症心理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患者病情和家庭情况以及护理干

预效果。结果　心理障碍组患者偏瘫、吞咽障碍、言语障碍、家庭成员关心较差、配偶死亡、治疗

信念较差的发生率均显著高于心理健康组（P< 0.05）；实验组患者干预后 HAMD 评分和 HAMA 评分

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实验组患者干预后 MMSE 评分和 WHOQOL-BREF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P< 0.05）。结论　功能障碍、关心不足和治疗信念差是影响脑卒中患者心理状态的主要因素，实

施对症心理护理干预能够有效改善患者心理状态、认知功能和生活质量，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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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the condition，family 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status in patients with stroke and the effect of 
symptomatic psychosocial nursing 　TANG Yunlan，CHEN Mingcui，LIU Jiaji，et al. Chongqing Dazu District 
People’s Hospital，Chongqing 40236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research the condition，family 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status in patients with stroke 

and the effect of symptomatic psychosocial nursing. Methods　98 cases of strok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ere nursed by routine nursing. The experiment group were 

nursed by symptomatic psychosocial nursing based on routine nursing. The condition，family information and prognosis 

effect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rate of hemiplegia，dysphagia，lalopathy，poor family care，Spouse death and 

poor faith healing for psychological disorder group were higher than psychological health group（P<0.05）；The level 

of HAMD score and HAMA score for experiment group after intervening were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P<0.05）；The 

level of MMSE score and WHOQOL-BREF score for experiment group after intervening were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risk factor of stroke patients with psychological disorder are dysfunction，poor care and 

poor faith healing. It can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states，cognitive function and living quality for the stroke patients 

with symptomatic psychosocial nursing. It has high application value.

【Key words】Stroke；Condition；Family information；Psychological disorder；Symptomatic psychosocial nursing

脑卒中是临床发病率较高的一种脑血管疾病，

该病病情严重，进展速度快，并发症多，治疗较为

棘手。调查研究显示，相当一部分脑卒中患者存在

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不仅明显影响其精神状态，

也会导致相关并发症发生风险升高，严重影响预后

效果［1］。有研究指出，脑卒中患者心理障碍诱发因

素复杂，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能够改善患者预后［2］。

本院即对病情和家庭情况对脑卒中患者心理状态的

影响进行分析，并采取针对性干预操作的临床效果

进行评价，以期为该病的护理干预提供参考，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9 月来我院接受治疗的

96 例脑卒中患者纳入本研究。按照入院顺序抽签后

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男性 28 例，女性

20 例，年龄为 50~76 岁，平均年龄为（65.25±6.22）
岁，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8.19±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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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7.29±1.26）

分，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评分（16.60±2.52）
分；对照组男性 29 例，女性 19 例，年龄为 50~77 岁，

平均年龄为（65.33±6.17）岁，HAMD 评分（8.17±
1.44）分，HAMA 评分（7.31±1.18）分，MMSE 评分

（16.62±2.47）分。两组患者的性别比例、年龄、认

知功能以及心理状态等资料具有可比性（P>0.05）。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符合《脑血管病手册（翻译版，原书

第 2 版）》［3］中脑卒中相关诊断标准；经常规影像学检

查结合临床表现确诊；初诊病例，发病后 1~7d 内入

院治疗；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合并其他脑部

疾病者；合并其他严重基础疾病或器质性病变者；有

神经系统疾病者。

1.3　调查方法

对 96 例患者进行心理情况问卷调查，并使用

HAMD 和 HAMA［4］评估患者是否存在心理障碍。心

理障碍判断标准：HAMD 评分＞ 8 分，HAMA 评分＞

7 分表示存在心理障碍。调查问卷为我院医师参阅大

量文献资料结合住院患者实际情况，在专家指导下

自制。

1.4　护理干预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干预，包括健康宣教、

用药指导、饮食指导、肢体功能锻炼指导、认知功

能训练指导、并发症防治、出院指导等。

实验组患者在此基础对症心理护理干预：①营

造和谐、温馨的护理氛围。建立良好护患关系，根

据患者病情、性格、学历、生活环境等不同选择合

适的谈话语气和交流方式，对情绪不佳者给予安慰、

鼓励、轻抚等，帮助其稳定情绪。②关怀与支持。

提高护理责任心，尽可能全面的为患者提供照料和

护理，多关心和安慰患者，鼓励其建立治疗信心，

同时指导家属和亲朋多关心和探望患者，尤其对于

丧偶和亲属少的患者多加关注。③认知干预。想患

者讲解不良情绪状态对治疗的危害，讲述康复治疗

方案的原理、成功率、预期效果等，帮助患者正确

看待疾病和治疗。④心理疏导。了解患者心理压力

产生原因，进行针对性心理疏导，减轻患者心理负

担，鼓励安慰患者，向其讲解心理状态对预后的重

要性，激发其配合欲望，指导患者和家属掌握情绪

调节技巧。两组患者均连续干预 6 周。

1.5　观察指标

分析病情和家庭情况对脑卒中患者心理状态

的影响，并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心理状态、认知

功能及生活质量变化情况。认知功能采用 MMSE 评

分［5］；包括定向力、记忆力、注意力和计算力、回忆

能力、语言能力，总分 30 分，评分越高表示患者认

知功能越好。生活质量评分采用 WHOQOL-BREF 评

分量表［6］进行评分，包括生理领域、心理领域、社

会关系领域以及环境领域 4 个领域，总分为 130 分，

评分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好。

1.6　统计学分析

使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2 统计学软件进行本研

究数据分析，计量数据用（x±s）表示，计数数据用

百分比（%）表示，分别用 t 和 χ2 检验，P<0.05 表

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病情和家庭情况对比

心理障碍组患者偏瘫、吞咽障碍、言语障碍、

家庭成员关心较差、配偶死亡、治疗信念较差的发

生率均显著高于心理健康组，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病情和家庭情况对比(n)

项目
心理障碍组

(n=52)
心理健康组

(n=44)

性别 男 30 27
女 22 17

年龄 ＜60岁 24 20
≥60岁 28 24

病程 ≤4周 19 15
＞4周 33 29

卒中性质 缺血 31 24
出血 21 20

偏瘫 是 39* 16
否 13* 28

吞咽障碍 是 35* 10
否 17* 34

言语障碍 是 37* 9
否 15* 35

家庭成员关心 良好 19* 29
较差 33* 15

配偶 健在 21* 30
死亡 31* 14

治疗信念 良好 19* 31
较差 33* 13

注：与心理健康组对比，*P<0.05

2.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HAMD 评分和 HAMA

评分对比

实验组患者干预后 HAMD 评分和 HAMA 评分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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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HAMD评分和HAMA评分对比（分，

x±s）

分组 时间 HAMD评分 HAMA评分

实验组
（n =48）

干预前 8.19±1.53 7.29±1.26
干预后 7.22±1.47△* 6.28±1.04△*

对照组
（n =48）

干预前 8.17±1.44 7.31±1.18
干预后 8.33±2.29 7.57±2.08

注：与同组干预前对比，△P <0.05，与对照组对比，*P<0.05

2.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MMSE 评分和 WHOQOL-

BREF 评分对比

实验组患者干预后 MMSE 评分和 WHOQOL-

BREF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MMSE评分和WHOQOL-BREF评

分对比（分，x±s）

分组 时间 MMSE评分 WHOQOL-BREF评分

实验组
（n =48）

干预前 16.60±2.52 60.02±6.84
干预后 19.89±4.11△* 81.96±7.15△*

对照组
（n =48）

干预前 16.62±2.47 59.97±6.77
干预后 18.04±3.06△ 70.17±6.94△

注 ：与同组干预前对比，△P<0 .05，与对照组对比，
*P<0.05

3　讨论

大量国内外文献报道中均对脑卒中患者心理障

碍对预后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多数认为心理障碍是

影响脑卒中预后，增加并发症发生风险的一个重要

危险因素，尤其对于认知功能影响明显［7-8］。因此，

通过科学的护理干预调节患者的情绪状态，对提高

康复质量有重要意义。

从本研究调查结果来看，病情和家庭情况与脑

卒中患者心理状态有关，其中以偏瘫、吞咽障碍、

言语障碍、家庭成员关心较差、配偶死亡、治疗信

念较差等因素为主。总结起来就是：①角色功能的

突然改变。患者因发病突然，容易滋生孤独、无助、

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9］；②社会功能缺陷。肢体功

能障碍、语言及认知功能障碍等严重影响其工作和

生活，加之对今后生活的担心和家庭经济负担，导

致情绪状态逐渐下降；③人际交往变化。患者因偏

瘫、失语等会逐渐失去交流欲望，加之部分患者配

偶死亡或家庭成员关心不足，更加重了其孤僻、抑

郁等不良情绪［10］。④治疗信念不足。长期治疗期间

患者容易对治疗丧失信心，产生怀疑和对抗心理，

依从性逐渐下降，情绪状态越来越差。因此，针对

上述情况通过对症心理干预能够有效纠正患者的不

良心理状态，改善其整体治疗状态。本研究结果显

示，实验组患者干预后 HAMD 评分和 HAMA 评分显

著低于对照组，也证实了这一点。

另外，焦虑抑郁则是脑卒中后最常见的心理问

题，主要因患者心理压力过大而产生心理障碍。而

此种心理障碍又会加重脑损害，直接影响认知功能。

本研究中通过实施对症心理护理干预，实验组患者

干预后 MMSE 评分和 WHOQOL-BREF 评分显著高于

对照组，也证实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症心理护理

干预能够提高认知功能的改善效果，提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对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由于纳入病例数较少，

患者个体差异也较大，其它相关心理状态影响因素

尚未一一深入分析，这一点会在今后的研究中进行，

以期为临床护理干预提供更加全面的资料。

综上所述，功能障碍、关心不足和治疗信念差

是影响脑卒中患者心理状态的主要因素，实施对症

心理护理干预能够有效改善患者心理状态、认知功

能和生活质量，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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