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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干预对颅脑损伤并发精神障碍患者情绪状态、生活质量及功能康复的
影响

殷汉荣 1 、 喇新军 2 、 朱婵娟 1 、 戈　娜 1 、 王智玲 1

【摘要】目的　探讨心理护理干预对颅脑损伤（TBI）后并发精神障碍患者情绪状态、生活质量

及功能康复情况的影响。方法　将 TBI 后精神障碍患者 84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42 例。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心理护理干预，为期八周。干预前后，比较两

组中国神经功能障碍量表（CSS）、改良 Barthel 指数（BMI）、功能独立性评定量表（FIM）、护士用住

院患者观察量表（NOSIE-30）、TBI 患者生活质量量表（QOL-IBRI）评分及护理满意度。结果　干

预后观察组的 CS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BMI 及 FIM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干预后两组

NOSIE-30 及 QOL-IBRI 量表评分均显著改善，且观察组的改善幅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观察

组的护理满意度为 95.24％，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80.95％（P< 0.05）。结论　心理干预能够改善 TBI 并

发精神障碍患者的情绪状态，提高功能康复效果及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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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emotional status，quality of life and functional rehabilitation in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caused by traumatic brain injury　YIN Hanrong，LA Xinjun，ZHU Chanju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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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emotional status，quality of 

life and functional rehabilitation in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caused by 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 Methods　

A total of 84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after TBI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each with 42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patients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while the observation were given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control group for 8 weeks. The scores of Chinese Stroke Scale（CSS），Modi-

fied Barthel Index（BMI），Functional Independence Measures（FIM），Nurses’ Observation Scale For Inpatient Eval-

uation（NOSIE-30），Quality of Life After Traumatic Injury（QOL）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intervention. Results　The score of CS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intervention，and scores of BMI and FIM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P<0.05）；After intervention，

the scores of NOSIE-30 and QOL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and the improvement of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P<0.05）；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rate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95.24％，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80.95％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can improve 

the emotional status of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caused by TBI，and improve functional rehabilita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pop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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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障碍是创伤性颅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患者常见的并发症或后遗症，又称外

伤性精神病，主要由脑神经受损引起，患者常出现

人格改变、情感障碍、记忆障碍及认知功能障碍［1］。

近年来，随着意外伤及交通事故伤的增加，外伤性

精神病患者数量也呈逐年增多趋势，其治疗干预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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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临床重视，在积极治疗的同时如何采取护理干

预措施促进心理及生理功能的康复是当前神经外科

护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对 TBI 后精神障碍

患者实施综合性心理护理干预，获得满意效果，现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4 年 3 月至 2016 年 3 月在我院神经外科

住院的 TBI 后精神障碍患者 84 例作为研究对象。纳

入标准：①具有明确外伤史，且经头颅 CT 或 MRI 等

检查确诊为颅脑损伤；②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

案与诊断标准（CCMD-3）》对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的

诊断标准，经神经外科及精神科确诊；③格拉斯哥昏

迷量表评分 >5 分；④精神障碍症状出现在伤后 1 周

内；⑤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上，能够配合临床护理及

评估。排除标准：①具有既往神经、精神障碍疾病史

或家族史者；②合并严重心、肝、肺、肾等重要脏器

原发病或严重合并伤者；③既往 TBI、脑血管意外、

脑炎及颅脑占位等病史者；④合并视听功能障碍、

知觉及色觉异常者。患者或其家属均自愿参与本研

究且签署了知情同意书，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

审批。

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观察组 42 例，

其中男 28 例，女 14 例，年龄 19～65（39.42±4.56）

岁；受教育年限：6～19（10.45±3.41）年；致伤原因：

13 例高处坠落伤，26 例交通事故伤，3 例斗殴伤；

损伤类型：20 例颅内挫裂伤，17 例颅内血肿，5 例

蛛网膜下腔出血。对照组 42 例，其中男 31 例，女

11 例，年龄 20～65（38.19±4.38）岁；受教育年限：

6～19（11.23±3.36）年；致伤原因：11 例高处坠落

伤，26 例交通事故伤，5 例斗殴伤；损伤类型：21 例

颅内挫裂伤，17 例颅内血肿，4 例蛛网膜下腔出血。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按神经外科常规护理模式施护，包括治

疗性护理、病情监护、健康指导、生活护理、饮食

护理、安全护理、康复锻炼等。观察组在对照组基

础上实施综合性心理护理干预，具体方法如下：①

精神心理评估：密切与患者接触，充分理解和尊重

患者，争取患者的信任和配合。密切观察患者的意

识状态、生命体征及精神状态变化，并动态评估其

精神心理状态变化。②心理叙事疗法：充分保护患

者的隐私及自尊心，根据其病情、兴趣及文化背景，

采取保护性结合安慰性的语言形式引导患者讲述创

伤过程，极力安抚并使其认识到在充分配合医生及

护士治疗后能够获得康复。鼓励患者表达对疾病的

认识及治疗、康复过程中的想法、感受等，采取关

怀、解释、说服、启发及鼓励等方式缓调动积极因

素，帮助患者树立康复信心与决心。③心理支持疗

法：通过与患者共同分析其心理问题，寻找不合理核

心理念。比如，对于狂躁、焦虑患者，指导其采取

适当的方式释放或宣泄内心情感，提高心理安全感；

对敏感、抑郁患者，避免在患者面前窃窃私语，以

免患者猜疑，并通过鼓励性语言帮助患者建立正性

反应。护理过程中对患者的良好表现予以表扬、奖

励等，邀请康复良好病例现身说法分享战胜疾病的

经验，引导其他患者正确面对自身病情及心理危机，

增强其战胜疾病的信心。④认知行为疗法：采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配合多媒体、画报、健康知识宣传卡等

向患者及其家属解释 TBI 及精神障碍的病因、表现、

治疗方法、护理措施及临床转归等相关知识，耐心

倾听并解答其困惑，转变其错误或不合理认识或信

念。向患者解释不良精神心理状态对疾病康复的影

响，鼓励其主动调控自我情绪，在缓解其负性心理

的同时产生归属感与安全感，从而提高其应激适应

能力。鼓励患者阅读一些优美、健康、积极向上的

书报，并鼓励其复述所阅读的内容，抒发阅读感受

等，帮助其重塑认知功能及思维能力。⑤音乐放松

疗法：根据患者的喜好选择不同的音乐类型与曲目，

鼓励患者睡前听 30min，1 次 /d，以舒缓身心压力。

在音乐背景下采用统一治疗语指导患者进行有节奏

的腹式呼吸、意象放松、渐进性全身肌肉放松等，

30min/ 次，1 次 /d，5 次 / 周。⑥社会支持疗法：鼓

励患者的家属、亲友、同事积极地为患者提供精神

或物质帮助，主动关心和照顾患者。根据患者的病

情及精神心理状态，平衡探视时间及次数，鼓励与

患者沟通交流，分享生活趣闻等，减少患者的孤独、

焦虑、恐惧感，并激发患者的生活信心，缓解负性

情绪。

1.3　观察指标

①神经功能：采用中国脑卒中临床神经功能

障碍量表（Chinese Stroke Scale，CSS）评价神经功

能，总分 0～45 分，得分越高则神经功能障碍越严

重。②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bility of Daily Living，

ADL）：采用改良 Barthel 指数量表（Modified Barthel 

Index，BMI）评价 ADL，总分 0～100 分，得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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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则 ADL 越好。③运动认知功能：采用功能独立性

评定量表（Function Independent Measure，FIM）［2］评

价患者的认知功能（5 个条目）和运动功能（13 个

条目），每个条目 1～7 分，各项得分之和为 FIM 总

评分，总分范围 13～126 分，得分越高则功能状态

越好。④精神状态：采用护士用住院患者观察量表

（Nurses’ Observation Scale For Inpatient Evaluation，

NOSIE-30）［3］评价患者的精神状态，包括正性量表与

负性量表共 7 个维度，正性量表得分越高越好，负

性量表得分越低越好。⑤生活质量：采用 TBI 患者生

活质量量表（Quality of Life，QOL）中文版［4］进行生

活质量评价，包括正性量表与负性量表共 8 个维度。

⑥护理满意度：采用明尼苏达满意度量表（Minnesota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MSQ）评价患者对护理模

式的满意度，总分 100 分，得分≥ 80 分表示护理

满意。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9.0 版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以均数

± 标准误差（x±s ）描述计量资料，比较经 t 检验；

以百分率（n ，％）描述计数资料，经卡方（χ2）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干预前后 CSS、BMI、FIM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干预前 CSS、BMI、FIM 评分，组间无

明显差异（P>0.05）；干预后两组 CSS 均显著降低且

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BMI、FIM 均显

著提高且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两组干预前后CSS、BMI、FIM评分比较

（x±s，分，n=42）

项目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对照组 观察组 对照组

CSS 28.71±4.45 27.49±4.11 10.53±2.32*# 15.01±3.43*

BMI 34.45±5.12 35.22±5.67 79.21±7.23*# 68.23±6.54*

FIM 78.21±5.23 76.39±6.12 110.23±7.92*# 101.23±9.24*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干预后与对照组比较，
#P<0.05。

2.2　两组干预前后 NOSE-30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干预前 NOSE-30 评分，组间无明显差

异（P>0.05）；干预后两组 NOSE-30 评分均显著改

善，且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 2。

2.3　两组干预前后 QOL-IBRI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干预前 QOL-IBRI 评分，组间无明显差

异（P>0.05）；干预后两组 QOL-IBRI 量表各维度评

分均显著改善且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见表 3。

2.4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 察 组 40 例 对 本 护 理 方 案 满 意 ， 满 意 度 为

95.24％；对照组 34 例满意，满意度度为 80.95％。

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3　讨论

TBI 后精神障碍是由脑组织结构及功能损伤与

外伤刺激共同导致，在临床治疗中仅依靠手术及药

物治疗均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而科学合理的护理

干预措施则可起到辅助治疗作用，促进患者身心康

复，预防脑组织进一步损伤，改善临床预后。传统

护理模式多注重疾病状态需求护理，心理护理缺乏

针对性和系统性，难以满足 TBI 后精神障碍患者的

实际需求。综合性心理护理干预措施能针对性、计

划性和全面性地予以患者心理干预，最大限度维持

患者的良好精神心理，从而促进患者身心状态及功

能的全面康复［5］。应春等［6］发现对 TBI 后综合征患

者在药物治疗及常规护理基础上配合综合性心理护

理干预，能够有效降低焦虑抑郁评分，改善患者的

生活质量。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护理干预后 NOSE-30 评

分、CSS、BMI 及 FIM 评分均显著改善，且观察组

的改善幅度明显优于对照组，表明综合心理护理干

预能够较好地改善患者的情绪状态，促进神经功能、

运动功能、认知功能的全面康复，从而改善临床预

后。究其原因，主要是系统、全面的精神心理评估

能够更为准确地识别患者的精神状态，指导护士针

对性开展心理干预；心理支持疗法能够针对性地解除

其心理应激因素，缓解其负性心理状态；大部分 TBI

患者在伤后多存在自我感知危险过度夸大现象，不

敢回忆或面对创伤经历，通过恰当语言形式实施心

理叙事疗法，能够帮助患者重新认识自己的创伤经

历，发泄内心情绪，重构自我认知及自我效能，建

立正确观念与自我价值［7］；心理学家认为，TBI 患者

精神障碍的产生多是由于患者对创伤事件及自身病

情产生不合理认知或信念所致［8］，认知干预能够帮

助患者重建信息获取、加工及处理的神经环路，从

而促进神经功能的康复；音乐疗法通过音乐背景下冥

想、腹式呼吸、放松训练及心理意象等方式能够帮

助患者缓解身心压力。临床研究发现，音乐刺激能

够促进神经突起数目以及神经元数目的增加，对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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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网络结构及功能进行调节［9］，而且音乐能够调节

内啡肽等的合成与释放，经听觉中枢而对大脑皮质、

网状结构、大脑边缘系统及下丘脑等产生作用［10］，

促进内源性镇痛物质的分泌而抑制抗镇痛物质、致

痛物质的分泌，从而提高患者的疼痛阈值，改善调

节患者的精神心理状态［11］；患者及其家属由于对疾

病认识不足，不能很好地配合或监督患者治疗、护

理及康复训练，甚至有部分家属抵触治疗及护理，

影响患者的情绪状态及临床转归。建立家庭社会支

持疗法能够为患者建立良好的心理康复环境，帮助

积极乐观的心态配合治疗与康复护理，提高其主观

能动性，这对改善患者的社会功能具有重大意义，

相比于传统护理机械性执行医嘱效果更好［12］。随着

功能状态及精神心理状态的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也将获得大幅度提升。观察结果证实，观察组干预

8 周后 QOL-IBRI 评分改善幅度显著优于对照组，进

一步证实心理干预能够改善 TBI 后精神障碍的身心

状态，促进其早期康复，提高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在 TBI 后精神障碍患者中开展综合

性心理噶怒能够提高患者的心理应激能力，改善其

精神症状及情绪状态，提高神经功能、运动功能、

认知功能及 ADL 水平，改善生活质量，促进其全面

康复，值得临床借鉴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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