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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中风合并偏瘫患者社会关系质量与情绪异常相关性分析

杨秋菊 、 刘　倩 、 崔跃明 、 骆会萍 、 闫　欣 、 李　墨

【摘要】目的　了解脑中风合并偏瘫患者社会关系质量和情绪障碍的现状，并分析两者之间的相

关性，为改善脑中风合并偏瘫患者的情绪障碍症状提供参考。方法　选取本院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神经内科收治脑中风继发偏瘫患者 72 例作为观察对象。采用社会关系质量量表（PSRQ）评估

患者社会关系质量，采用 17 项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17）、14 项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和

贝克 - 拉范森躁狂量表（BRMS）评估患者心理情感障碍。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探索患者社会关

系质量与心理情感障碍症状的相关性。结果　调查结果显示，患者社会关系质量总分为（32.8±7.4）

分；其中家庭亲密度（13.8±4.9）分、家庭承担得分（10.2±3.8）分、朋友关系（9.7±2.9）分；17 项

汉密顿抑郁量表评分（54.8±6.6）分、密尔顿焦虑量表评分（48.1±5.2）分和贝克 - 拉范森躁狂量表

评分（38.4±4.5）分。Pearson 相关性分析显示，社会关系质量总分与抑郁、焦虑、躁狂均呈现负相

关性（P< 0.01）。在分量表分析中，患者家庭亲密度、家庭承担和朋友关系等 3 个分量表评分也均与

抑郁、焦虑、躁狂呈现负相关性（P< 0.01）。结论　脑中风合并偏瘫患者社会关系质量与心理情感

障碍症状呈现负相关，改善其社会关系质量有可能减轻情感障碍症状。

【关键字】脑中风；偏瘫患者；社会关系质量；情感障碍；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R74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17）05-0901-04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quality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emotional symptoms in stroke hemiplegia 
patients　YANG Qiuju，LIU Qian，CUI Yueming，et al. Department of Neurology，Jishuitan Hospital，Beijing 
100096，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sis correlation of quality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emotional symptoms in stroke 

hemiplegia patients. Methods 72 cases of stroke hemiplegia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object in the De-

partment of Neurology of our hospital’s from January 2016 ～ December 2016 . Social relationship quality scale（SRQS）

assessment of patients with quality of social relations.17 item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HAMD-17），14 

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and Beck - rafaelsdn Mania Rating Scale（BRMS）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emo-

tional symptoms.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social relationship and emotion symptoms. Results In these stroke 

hemiplegia patients，the total score of Social Relational Quality Scale（SRQS）is 32.8±7.4. For the subscale analysis，

Family Intimacy score is 13.8±4.9；Family Commitment score is 10.2±3.8，and Friendships score is 9.7±2.9. For the 

emotion symptoms，the HAMD score is 54.8±6.6，HAMA score is 48.1±5.2，and BRMS score is 38.4±4.5.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total SRQS is negative associated depression，anxiety and mania symptoms in stroke 

hemiplegia patients（P<0.01）. The three subscale score of SRQS（Family Intimacy，Family Commitment and Friend-

ships）were also negative associated depression，anxiety and mania symptoms in stroke hemiplegia patients（P<0.01）. 

Conclusion 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quality of social relationship and emotion symptoms in stroke 

hemiplegia patients. Increasing the quality of social relationship may weaken the emotion symptoms.

【Key words】 Stroke；Hemiplegia；Social relationship quality；Affective disorder；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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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中风临床治疗虽可显著降低患者死亡率，但

依然无法有效避免中风性偏瘫［1］，导致患者肢体残

疾，丧失生活和工作能力。研究显示［2］，脑中风患

者由于偏瘫而不得不与家人、朋友和同事关系疏远，

导致其生活关系质量下降，易产生较强的孤独感，

心理上表现出明显的情感障碍，而焦虑、抑郁和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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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又引起脑中风患者消极对待治疗及康复训练［3］，

从而进一步恶化其预后，无法快速回到日常生活中。

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分析和明确脑中风合并偏瘫患

者社会关系质量与情感障碍相关性，旨在为脑中风

合并偏瘫患者心理护理提供理论指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神经内科

收治脑中风继发偏瘫患者 72 例作为观察对象，纳入

标准［4］：①脑中风经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定诊断标准

和脑 CT 或 MRI 确诊；② Brunnstrom 分级 II～III 级；

③年龄≤ 80 岁，有一定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④患

者及其家属均自愿签订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合

并其他严重心、脑、肝、肾等内科疾病或恶性肿瘤

者；②本次发病前伴有严重精神疾病、智力缺陷和精

神抑郁者；③ 1 个月内有抗精神抑郁药物服用史者。

本研究由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

1.2　调查方法

1.2.1　调查工具

选 择 H O U 等［5］编 制 的 社 会 关 系 质 量 量 表

（SRQS）评估患者社会关系质量，该量表含家庭

亲密度（7 个条目）、家庭承担（5 个条目）和朋友

关系（5 个条目）3 个维度，共 17 个条目，单条目

选择 1～4 分计分，评分越高，则社会关系质量越

好。选择 Hamilton 等［6］编制 17 项汉密顿抑郁量表

（HAMD-17）和 14 项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

Rafaelsdn 等［7］编制贝克 - 拉范森躁狂量表（BRMS）

评估患者心理情感障碍。HAMD-17 包括抑郁、负罪

感、入睡困难、自杀、早醒、迟滞等 17 项，单项评

分为 0～4 分，分数越高，抑郁症状越严重；HAMA

包括焦虑、体重、认识障碍、日夜变化等 14 项，项

评分为 0～4 分，分数越高，焦虑症状越严重；BRMS

包括语言、意念飘忽、动作、情绪、睡眠、工作等

11 项，单项评分为 0～4 分，满分 44 分，分数越高，

躁狂症状越严重。

1.2.3　调查方法

将患者送至单独病房内，排除外部干扰，护士

1 对 1 对其询问，询问前，先对本次调查目的、量

表内容和各条目计分向其讲解，提问时，若患者没

有理解问题内容，应耐心、细致和温柔等再次强调，

从而使其充分理解，伸出手指数代表分值，0 分：伸

出手指，n 分：伸出 n 个手指，调查结束后，护士统

计评分结果。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对本研究数据进行统计

学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相关性分析选择

Pearson 相关分析，P<0.05 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临床资料情况

本研究入选患者临床资料如表 1 所示。
表1　患者临床资料情况（n=72）

临床资料 分类 患者人数

性别（例） 男 40

女 32

平均年龄（岁） x±s 56.8±7.2

平均病程（天） x±s 11.7±3.8

学历水平 小学 37

大学 29

中学 6

Brunnstrom分级（例） II级 48

III级 24

偏瘫（例） 左侧偏瘫 38

右侧偏瘫 34

居住地（例） 城市 22

农村 50

2.2　患者社会关系质量和心理情感障碍评分结果

调查结果显示，患者社会关系质量和心理情感

障碍症状评分如表 2 所示。

2.3　患者社会关系质量与心理情感障碍相关性

分析

Pearson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患者家庭亲密度、

家庭承担和朋友关系评分均与抑郁、焦虑、躁狂分别

呈现负相关性（P<0.01），社会关系质量评分与抑郁、

焦虑、躁狂均呈现负相关性（P<0.01），如表 3 所示。

3　讨论

3.1　脑中风合并偏瘫患者社会关系质量现状

从脑中风疾病特点来讲，其可致脑神经损伤，

引起肢体感觉和运动中枢功能障碍，造成患者出现

不同程度偏瘫［8-9］。而偏瘫又造成患者无法自由运动

或甚至丧失行动的能力，不得不长期卧床，局限于

病房或家中，导致其社交活动减少。SRQS 量表是

Hou 等研发，在对直肠癌患者的调查中，他们发现

患者的 SRQS 平均总分为 53.66 分［5］。本研究中，患

者社会关系质量为（32.8±7.4）分，远低于 Hou 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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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的患者的 SRQS 总分，仅接近于 SRQS 量表总分

最高值的 50％，而在维度对比中，患者家庭亲密度

（13.8±4.9）分，家庭承担得分（10.2±3.8），朋友关

系（9.7±2.9）分也均接近于维度分最高值的 50％。

也表明在脑中风合并偏瘫患者的社会关系质量一般，

有提高空间。

3.2　脑中风合并偏瘫患者情感障碍现状

脑中风患者出现焦虑、抑郁和躁狂的因素分为

外源性和内源性，外源性因素为患者脑中风表现为

突然性病发，造成其从健康人跳跃至生理残疾者，

引起其内心必然出现困扰或障碍，表现出焦虑、抑

郁和悲观的情绪［11］，而心理负性因素又直接影响患

者情绪、认知和行为，恶化成躁狂情感宣泄；内源性

因素为脑中风可致脑神经损伤［12］，诱发大脑病变而

干扰大脑对情感的有效控制，促使患者因脑病变而

产生严重心理情感障碍。本研究中，脑中风合并偏

瘫患者的抑郁（54.8±6.6）分、焦虑（48.1±5.2）分

和（38.4±4.5）分，均显著高于正常人水平，反映出

脑中风合并偏瘫患者情感障碍现状堪忧，而有效纠

正其情感障碍，对护理工作提出更高要求。

3.3　脑中风合并偏瘫患者社会关系质量和情感

障碍相关性及护理启示

本研究中，相关性分析可得，脑中风合并偏瘫

患者家庭亲密度、家庭承担和朋友关系评分均与抑

郁、焦虑、躁狂分别呈现负相关性（P<0.01），社会

关系质量评分与抑郁、焦虑、躁狂均呈现负相关性

（P<0.01）。由结果可得：①社会关系质量能够显著

影响脑中风合并偏瘫患者的负性情感障碍；②提升社

会关系质量，可能引导脑中风合并偏瘫患者从极度

负性情感障碍中解脱；③家庭的亲密和承担、朋友的

关怀，能够放松患者内心负担，纠正他们焦虑、抑

郁的心情和躁狂的情绪、行为。

综上所述，脑中风合并偏瘫患者社会关系质量欠

佳，而且与心理情感障碍具有负相关性，护理人员应通

过增加患者社会关系质量，改善其心理情感障碍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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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患者社会关系质量和心理情感障碍评分（x±s，n=72）

评估项 维度 条目数（项） 得分范围（分） 平均得分（分）

社会关系质量 家庭亲密度 7 7～28 13.8±4.9

家庭承担 5 5～20 10.2±3.8

朋友关系 5 5～20 9.7±2.9

总分 17 17～68 32.8±7.4

心理情感障碍 抑郁 17 0～68 54.8±6.6

焦虑 14 0～56 48.1±5.2

躁狂 11 0～44 38.4±4.5

表3　社会关系质量与心理情感障碍相关性结果（n=72）

心理情感障碍
社会关系质量 家庭亲密度 家庭承担 朋友关系

r值 P值 r值 P值 r值 P值 r值 P值

抑郁 -0.453 <0.01 -0.449 <0.01 -0.412 <0.01 -0.464 <0.01

焦虑 -0.468 <0.01 -0.450 <0.01 -0.427 <0.01 -0.452 <0.01

躁狂 -0.475 <0.01 -0.478 <0.01 -0.446 <0.01 -0.443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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