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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跨理论模型的认知行为干预对脑卒中后抑郁症患者神经功能、负面情
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张　敏 1 、 刘艺红 2 、 杨　燕 1 、 孙树乾 1 、 赵玉国 1

【摘要】目的　观察基于跨理论模型（TTM）的认知行为干预对脑卒中后抑郁症（PSD）患者神

经功能、负面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收治的 PSD 患者 106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

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53 例，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干预，研究组采用 TTM 的认知

行为干预。观察 2 组神经功能、认知功能、负面情绪、生活质量情况。结果　干预后 2 组 NIHSS

评分显著低于干预前（P< 0.05），且研究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2 组 MMSE 评分显著高于

干预前（P< 0.05），且研究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干预后 2 组 SAS、SDS 评分显著低于干

预前（P< 0.05），且研究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干预后 2 组生活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干预前

（P< 0.05），且研究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基于 TTM 的认知行为干预可有效改善 PSD

患者神经功能和负面情绪，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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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Based on Cross Theoretical Model on Neurological Fu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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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influence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based on cross theoretical model

（TTM）on neurological function，negative emotions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PSD）. 

Methods　106 cases of patients with PSD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s，and were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randomly，53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intervention，and 

the study group were given TTM cogn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Neurological function，cognitive function，negative 

emo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were observed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NIHSS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before intervention（P<  0.05），and that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MMSE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 in the two groups（P<0.05），and that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intervention，SAS and SDS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intervention in the two groups（P<0.05），and those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intervention，quality of lif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intervention（P<0.05），and those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Cogn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based on TTM can effectively im-

prove neurological function and negative emotions of patients with PSD，and improve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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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后抑郁症（Post-stroke depression，PSD）

属于脑卒中常见并发症，主要症状是情绪低落、食欲

减退、焦虑烦躁等，严重时可产生轻生倾向，该病不

仅影响患者神经功能恢复，同时降低其生活质量［1］。

目前常规干预是 PSD 常用护理方法，能够缓解焦虑、

抑郁等不良情绪，但该方式只适用于多数患者，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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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因而整体

干预效果欠佳［2］。基于跨理论模型（trans-theoretical 

model，TTM）的认知行为干预属于新型干预方式，

其在综合理论基础上，有目的对患者个体行为进行

改变，能够改变患者原有不良认知，提高生活质量［3］。

基于此，本研究对 PSD 患者实施基于 TTM 的认知行

为干预，以期为此类患者寻求安全、有效干预方案。

1　临床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6 年 1 月 ~2017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 PSD

患者 106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53 例。其中研究组男 28
例，女 25 例；年龄 45~73 岁，平均（61.28±10.16）

岁；病程 10~29 d，平均（18.64±3.21）d；卒中类型：

脑梗死、脑出血分别为 47 例、6 例；文化程度：初中、

高中、大学分别为 32 例、16 例、5 例。对照组男 31
例，女 22 例；年龄 43~75 岁，平均（61.34±10.20）

岁；病程 9~32 d，平均（18.79±3.26）d；卒中类型：

脑梗死、脑出血分别为 45 例、8 例；文化程度：初中、

高中、大学分别为 34 例、15 例、4 例。2 组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符合《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

点》［4］中关于脑卒中诊断标准，且经头颅 CT 确诊；

（2）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

版》［5］中关于抑郁症诊断标准；（3）年龄 40～80 岁；

（4）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均知情同意。排

除标准：（1）合并心、肝、肾等器质性疾病；（2）存

在抑郁症史、认知障碍等；（3）存在失语、视听等

功能缺陷；（4）双向情感障碍；（5）依从性差，无法

配合本研究者。

1.3　方法

2组均给予常规抗抑郁治疗，包括米氮平（规格：

30 mg，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041656），15 mg/ 次，

2 次 /d；氟西汀（规格：10 mg，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19980139），20 mg/ 次，1次 /d，共治疗 4个月。在此

基础上给予相应护理干预。2组均给予团体护理干预，

每周 1次，每次 1~2 h。护理干预期间，均由统一专业

心理医生进行干预，且 2组患者均未出现脱落现象。

对照组：采用常规干预。（1）加强与患者沟通，

耐心引导其主诉内心真实感受，并给予针对性心理

疏导。（2）定期开展健康讲座，详细讲述脑卒中发病

原因、治疗及预后情况，并认真解答患者疑难问题，

缓解焦虑、抑郁情绪。（3）根据患者肢体、神经功能

等状况，进行针对性康复锻炼。

研究组：采用基于 TTM 的认知行为干预。根据

TTM 将 PSD 患者个体行为进行划分，并给予针对性

认知行为干预，详见表 1。

表1　基于TTM的认知行为干预具体措施

划分阶段 具体认知干预措施

前意向阶段（第1~4周） 根据意识唤醒和生动解脱，引导患者对患病时情景和感受进行回忆，并与其共同分析疾病危害，帮助其
从焦虑和抑郁感受中解脱出来，详细讲解实施认知行为干预益处，列举成功案例激发并转变内在动机，

合理控制情绪。

意向阶段（第5~7周） 依据环境、自我等再评价方法，与患者共同分析影响PSD形成的各种因素，并引导其回忆疾病对工作、生
活所产生的影响，帮助其进行利痹分析，使用科学数据支撑观点，坚定患者改变决心。

准备阶段（第8周） 依据自我解放策略，与患者建立良好护患关系，增强信任感，借助反问方式使其质疑自身不合理行为，并
意识到过度忧虑、焦躁等不良情绪的危害，帮助其改变不良认知。共同制定未来4周内个体化行为改变

计划，并体会改变的好处。

行动阶段（第9~12周） 依据反条件作用和刺激控制，肯定并鼓励完成目标的患者。与未完成目标患者共同分析原因，并给予督
促，使其保持良好认知认为。

维持阶段（第13~16周） 依据强化管理，鼓励患者主诉可替代行为，调动其主动能动性，增加积极行为，减少不良行为，合理调控
自身行为，重视培养自我效能。制定合理奖励政策，促使其保持良好认知习惯。

1.4　观察指标

（1）神经功能：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

表（NIHSS）［6］评估，共包含凝视、上下肢运动、面

瘫、意识等 11 项，神经功能缺损随分值升高而越严

重。（2）认知功能：采用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量表

（MMSE）［7］评估，共包含记忆力、定向力、语言能

力、注意力和计算力 4 项，满分 27 分，认知功能随

分值升高而越好。（3）负面情绪：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8］评估，前者由躯体

性和精神性焦虑组成，后者由抑郁心理、精神性、

躯体性等障碍组成，二者均包含 20 项，每项为 0~4
分，分值越高，则表明患者焦虑、抑郁情绪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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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组神经功能和认知功能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NIHSS

t P
MMSE

t P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研究组 53 21.35±4.13 14.20±3.08 10.103 0.000 15.73±3.52 20.54±3.11 7.455 0.006

对照组 53 21.46±4.28 17.67±3.34 5.082 0.013 15.86±3.41 17.62±3.25 2.720 0.027

t — 0.135 5.560 — — 0.193 4.726 — —

P — 0.893 0.009 — — 0.847 0.015 — —

表3　2组负面情绪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SAS

t P
SDS

t P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研究组 53 25.63±5.21 13.79±3.24 14.049 0.000 43.98±5.37 32.16±4.20 12.622 0.000

对照组 53 26.14±5.32 17.85±3.19 9.729 0.002 43.65±5.24 36.75±4.34 7.383 0.005

t — 0.499 6.501 — — 0.320 5.533 — —

P — 0.619 0.007 — — 0.749 0.012 — —

表4　2组生活质量比较（x±s，分）

组别 物质生活状态 躯体功能 社会功能 心理功能 总体生活质量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研究组 32.76±4.19 39.65±5.27* 52.49±5.37 64.78±6.32* 56.84±5.31 68.57±6.44* 51.73±5.51 72.69±6.21* 9.32±2.16 13.28±3.25*

对照组 32.54±4.23 36.48±5.30* 52.53±5.42 58.62±6.41* 56.92±5.46 62.39±6.25* 51.63±5.40 65.47±6.18* 9.41±2.20 11.46±3.09*

t 0.269 3.088 0.038 4.982 0.076 5.013 0.094 6.000 0.213 2.955

P 0.788 0.016 0.970 0.011 0.939 0.009 0.925 0.005 0.832 0.031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

（4）生活质量：采用 GQOLI 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9］

评估，包含物质生活状态共 10 项，躯体功能、社会

功能、心理功能各 20 项，总体生活质量共 4 项，每

项均为 1~5 分，分值越高，则该维度生活质量越好。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8.0 软件分析，计量资料用（x±s）描

述，t 检验；当 P<0.05 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神经功能和认知功能

干预后 2 组 NIHSS 评分显著低于干预前，且研

究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2 组 MMSE 评分显

著高于干预前，且研究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详见表 2。

2.2　负面情绪

干预后 2 组 SAS、SDS 评分显著低于干预前，且

研究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 3。

2.3　生活质量

干 预 后 2 组 生 活 质 量 评 分 显 著 高 于 干 预 前

（P<0.05），且研究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详

见表 4。

3　讨论

PSD 在临床中较为常见，目前常规干预是其主要护

理方法，通过加强沟通交流，详细疾病发病机制，耐心

解答患者疑问，使其对疾病产生正确认知，并给予针对

性心理疏导，有效缓解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10］。指导

患者进行神经功能锻炼，能够改善神经缺损状况。但该

干预方式没有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制定，缺乏针对性及系

统性，不能进行规范干预，降低整体干预效果。

基于 TTM 的认知行为干预属于新型干预方式，

也是重要的健康促进模式，其根据患者内部心理需

求，并结合不同行为变化，制定针对性干预计划，

从而达到真正行为改变。该干预模式重在改变患者

病态观点，通过阶段性变化，并结合 TTM 理论，从

而针对性缓解患者焦虑、抑郁等情绪，最终达到

改变负面情绪目的［10］。个体行为改变需分阶段进

行，其中在前意向和意向阶段，对患者进行意识唤

醒和自我再评价等干预，使其回忆并感受 PSD 的危

害，激发其转变欲望，并能提高认识功能，同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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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神经功能。有研究表明［11］，采用基于 TTM 的认知

行为干预可改善 PSD 患者认知功能和神经功能。本

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 NIHSS、MMSE 评分优于对照

组，与上述研究结果相似，提示该认知行为干预能

够提高患者认知功能和神经功能。本研究结果显示：

研究组 SAS、SDS 评分优于对照组，提示采用基于

TTM 的认知行为干预可有效改善患者负面情绪。根

据 TTM 中的刺激控制干预，将计划行为改变转变为

实际行动，并给予鼓励和肯定，给予强化管理，制

定合理奖励政策，使其保持良好认知习惯，有助于

提高生活质量。有研究表明［12］，采用基于 TTM 的认

知行为干预可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本研究于治疗后

对患者生活质量进行观察，结果显示：研究组物质生

活状态、躯体功能、社会功能、心理功能、总体生

活质量评分优于对照组，与上述研究结果相似，提

示采用该认知行为干预方式可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采用基于 TTM 的认知行为干预可有

效提高 PSD 患者认知功能，改善神经功能，缓解焦

虑、抑郁等负面情绪，提高生活质量。但由于样本

数量较少，研究结果可能存在偏差，今后将扩大样

本数量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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