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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识宣教的心理干预对脑损伤患儿父母焦虑及抑郁情绪的影响

符增珍 、 陈贝贝 、 王　灵 、 冯键青

【摘要】目的　探讨基于知识宣教的心理干预对脑损伤患儿父母焦虑及抑郁情绪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3 年 9 月至 2016 年 9 月期间我院确诊治疗的脑损伤患儿父母 100 例，依据随机数表法随机分

为心理组和常规组，每组 50 例，常规组父母给予常规指导干预，心理组父母在此基础上给予基于知

识宣教的心理干预，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估焦虑及抑郁情绪，采用

本院自制《脑损伤患儿护理知识问卷》评估护理知识掌握程度，统计分析所有患儿父母护理知识掌

握程度和干预前、干预后 1、4、7d 的焦虑及抑郁情绪情况。结果　心理组父母干预后 1、4、7d 的

SAS 得分明显低于常规组，有统计学差异（P< 0.05）；心理组父母干预后 1、4、7d 的 SDS 得分明显

低于常规组，有统计学差异（P< 0.05）；心理组父母护理知识掌握率明显高于常规组，有统计学差异

（P< 0.05）。结论　基于知识宣教的心理干预可有效改善脑损伤患儿父母焦虑及抑郁情绪，及可有

效提高其护理知识掌握程度，有利于患儿治疗的顺利进行，值得临床作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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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based on knowledge education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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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t the influence of based on knowledge education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

tion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rents with children brain damage. Methods　100 parents with children brain dam-

age were selected from September 2013 to September 2016 in our Hospital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distribution，all 

parents were divided into psychological group and routine group，50 cases in each group，the parents in routine group 

were given general guidance intervention，while the parents in psychological group were given based on knowledge edu-

cation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the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and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self-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of the knowledge of children with brain 

injury care nursing was used to assess the knowledge to master degree. Results　After 1d，4d，7d of intervention， the 

scores of SAS and SDS in psychological group parent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routine group（P<  0.05）；

the rate of knowing Care knowledge in psychological group parents wa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in routine group

（P<0.05）. Conclusion　Based on knowledge education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rents whose children had brain damage，and promote their care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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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由于颅骨发育不完全，更易发生脑损伤，

患儿父母由于心理应激而容易产生焦虑及抑郁情绪，

甚至导致医患矛盾与冲突的发生，影响患儿治疗的

顺利进行，故加强对父母的心理干预对改善其心理

状态具有重要的意义［1］。知识宣教是临床上常用的

一种护理方法，通过对病患及其家属进行健康教育，

可有效纠正其不良认知态度和行为，有利于改善护

理服务［2］。本研究通过给予患儿父母基于知识宣教

的心理干预，探讨其对父母焦虑和抑郁情绪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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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3 年 9 月至 2016 年 9
月期间我院确诊治疗的脑损伤患儿父母 100 例，依

据随机数表法随机分为心理组和常规组，每组 50 例，

心理组：父母情况：男 21 例，女 29 例，依据文化程

度分为初中及以下 23 例、高中 19 例、大学及以上

9 例，年龄 21～40 岁，平均年龄（32.05±6.84）岁，

患儿情况：住院时间 13～35d，平均住院时间（21.43
±10.67）d，依据治疗方法分为手术治疗 35 例、内

科治疗 15 例，依据受伤原因分为交通事故伤 22 例、

高空坠落或摔伤 18 例、器械撞击伤 10 例，依据病

情分为重型 20 例、非重型 30 例，常规组：父母情况：

男 23 例，女 27 例，依据文化程度分为初中及以下

21 例、高中 18 例、大学及以上 11 例，年龄 22～39
岁，平均年龄（31.76±6.75）岁，患儿情况：住院时

间 12～33d，平均住院时间（20.73±10.36）d，依据

治疗方法分为手术治疗 38 例、内科治疗 12 例，依

据受伤原因分为交通事故伤 23 例、高空坠落或摔伤

16 例、器械撞击伤 11 例，依据病情分为重型 22 例、

非重型 28 例，本次研究已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批且

通过，两组在父母性别、文化程度、年龄和患儿住

院时间、治疗方法、受伤原因、病情等资料上比较

无显著差异（P>0.05），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

1.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患儿经

临床症状、病史、CT 或超声、实验室、血尿常规等

证实存在脑损伤［3］；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上；签

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拒绝或中途退出本次研

究者；有心、肝、肾等重要器官严重性疾病；有

精神病病史。

1.2　方法

常规组父母给予常规指导干预，即护士向父母

简单介绍科室及医护人员、患儿病情情况，并讲解

父母在患儿出院后合理喂养、衣着选择、皮肤护理

等注意事项，出院前嘱父母按医嘱治疗和复诊等；心

理组父母在此基础上给予基于知识宣教的心理干预，

即（1）基于知识宣教的心理讲座，由科室护士长及

护师组织开展基于知识宣教的心理讲座，1 次 / 周，

1.5h/ 次，通过多媒体课件以生动网像、动听的声音

进行脑损伤患儿疾病及其治疗知识宣教，如抱姿、

坐姿、大小便、喂养和更衣训练、护脑药物使用等，

先由讲授者示教，后讲授者在旁督导家长练习操作，

于开展 50min 后和结束前穿插 10min 父母间的经验交

流和 5min 的答疑环节，鼓励父母分享患儿康复训练

的体验和有益经验、情感疏泄等，讲授者耐心解答父

母的问题并给出有效的建议；（2）基于知识宣教的个

体心理指导，由科室护士长或护师在心理室依据理

性情绪疗法和父母年龄结构、文化水平等评估其心

理特点并对其进行心理咨询和支持干预，至少 2 次、

30min/ 次，具体时长依据患者需求而定，运用认知指

导方式识别和纠正父母的负性认知，鼓励父母表达

内心恐惧、孤独无助感、内疚感等不良情绪，对不

重视患儿病情者要告之其患儿生长发育规律、康复

评定结果等，对重视者要针对患儿病情严重程度和

治疗情况予以阶段性评估并及时告之，对悲观、恐

惧者要通过讲解成功案例、加强康复指导等方式协

助父母建立康复治疗的信心；（3）基于知识宣教的心

理康复指导，患儿清醒后，当班护士加强协助并指

导父母对患儿进行康复训练，如患儿翻身、锻炼骨

盆功能，活动关节等，动作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

到高级，4-6 次 /d，20min/ 次，同时坚持语言、思维

等训练，在指导过程中，护士要保持语气温和、面

带微笑，对有需要者可用床帘或屏风隔开病床保护

患者的隐私、播放其喜爱音乐等方式营造舒缓、愉

悦、放松的氛围，同时注意倾听患者及其家属的意

见和建议，做好相关安抚、解释等工作。

1.3　评估标准［4-6］

所有父母于干预前、干预后 1、4、7d 时采用

SAS 量表和 SDS 量表评估焦虑及抑郁情绪，于患儿

出院日采用本院自制《脑损伤患儿护理知识问卷》评

估护理知识掌握程度。统计分析所有患儿父母护理

知识掌握程度和干预前、干预后 1、4、7d 的焦虑及

抑郁情绪情况，SAS 量表共有 20 个条目，采用 4 级

（1-4 分）法进行定量划分，实际得分 ×1.25 为总

得分，总分为 100 分，得分越高表示焦虑情绪越明

显，按照中国常模结果，其分界值为 50 分，<50 分

为正常，50 分及以上为焦虑；SDS 量表共有 20 个条

目，采用 4 级（1-4 分）法进行定量划分，实际得分

×1.25 为总得分，总分为 100 分，得分越高表示抑

郁情绪越明显，按照中国常模结果，其分界值为 53
分，<53 分为正常，53 分及以上为抑郁；《脑损伤患

儿护理知识问卷》共有 20 个条目，包括患儿合理喂

养、日常护理和生长发育、正确用药、康复训练知

识等，采用 5 级（1-5 分）法进行定量划分，总分为

100 分，>80 分为掌握，60-80 分为基本掌握，<60
分为未掌握，掌握率 =（掌握例数 + 基本掌握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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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例数 ×100％。

1.4　统计学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处理数据，对计数资

料比较采用 χ2 检验，对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在

P<0.05 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父母干预前后各时段 SAS 得分比较

干预前，心理组和常规组父母 SAS 得分基本相

同，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心理组父母干预后

1、4、7d 的 SAS 得分明显低于常规组，有统计学差

异（P<0.05），见表 1。
表1　两组父母干预前后各时段SAS得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1d 干预后4d 干预后7d

常规组 50 68.75±7.21 64.13±6.34 60.13±5.89 55.41±4.57

心理组 50 69.29±7.31 58.49±5.73 50.46±4.97 39.78±3.48

t 0.372 4.667 8.873 19.241

P <0.05 <0.05 <0.05 <0.05

2.2　两组父母干预前后各时段 SDS 得分比较

干预前，心理组和常规组父母 SDS 得分基本相

同，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心理组父母干预后

1、4、7d 的 SDS 得分明显低于常规组，有统计学差

异（P<0.05），见表 2。
表2　两组父母干预前后各时段SDS得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1d 干预后4d 干预后7d

常规组 50 65.48±6.75 61.72±6.32 58.03±5.75 50.49±4.42

心理组 50 65.03±6.72 56.71±5.58 49.13±4.93 38.42±3.29

t 0.334 4.202 8.309 15.490

P <0.05 <0.05 <0.05 <0.05

2.3　两组父母护理知识掌握情况比较

心理组父母护理知识掌握率明显高于常规组，

有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3。
表3　两组父母护理知识掌握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 掌握 基本掌握 未掌握 掌握率（％）

常规组 50 20 17 13 74.00

心理组 50 27 19 4 92.00

t 5.741

P <0.05

3　讨论

小儿脑损伤是一种由头颅部位受重创使脑组织、

中枢神经系统受损所致的脑部疾病，长易导致运动

功能障碍和落后及影响患儿的生长发育，其经手术、

药物、物理等治疗方法可有效修复损伤组织，但仍

需坚持长期的康复治疗以确保脑神经功能及运动功

能的恢复［7，8］。随着人文护理理念、现代医学模式等

发生改变，危重病患家属的心理状态慢慢受到关注，

尤其是小儿父母群体，其心理状态不仅关乎其自身，

在患儿的治疗中也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9，10］。

脑损伤患儿父母容易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抑

郁等不良情绪，影响其对患儿治疗的积极性，甚至

可导致医患矛盾与冲突，拒绝继续治疗［11］。心理干

预是临床上常用的一种护理服务，可有效为对象提

供良好的心理支持服务，进而满足对象的心理需求，

有利于改善对象的心理状态［12，13］。知识宣教是临床

常用的干预措施之一，可通过对干预对象进行针对

性的知识教育来纠正对象的不良认知态度和行为，

从而提高护理服务质量［14，15］。

本研究发现心理组的父母干预后 1、4、7d 的

SAS 和 SDS 得分明显低于常规组，前者护理知识掌

握率明显高于后者，表明基于知识宣教的心理干预

可有效改善患儿父母焦虑及抑郁情绪，同时有效提

高其护理知识的掌握程度；通过开展基于知识宣教

的心理讲座讲解疾病及其治疗知识，可有效使患儿

父母更正确、更充分了解脑损伤的常识和应对技巧，

且期间可能通过经验分享、情感疏泄、疑惑解答等

环节，可有效纠正过往不良认知，提高其心理安全

感和承受能力。干预中还可能通过基于知识宣教的

个体心理指导，可有效地针对性为患儿的父母提供

个性化的心理支持服务，使其可有效进行自我调整，

减少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的产生，降低其心理负

担并保持良好积极的心理状态，同时通过加强协助

并指导父母对患儿进行康复训练、营造个性化的舒

缓、愉悦、放松氛围等，可有效使患儿父母感受到

医院及医护人员对其的关怀、温暖和被理解、受尊

重、被支持的情感体验，进而可有效满足父母在患

儿治疗期间的心理需求，有利于使其更积极主动学

习相关护理知识和建立疾病治疗的信心，从而进一

步改善其心理状态和积极配合医务人员的工作，有

利于患儿治疗的顺利进行。

综上所述，基于知识宣教的心理干预可有效改

善脑损伤患儿父母焦虑及抑郁情绪，有效提高他们

对护理知识的掌握程度，有利于患儿治疗的顺利进

行，但是本研究样本据来自一家医院，样本量也有

限，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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