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9 年第 46 卷第 1 期 - 1�� -

◎

护
理
园
地◎

 N
ursing discussion

音乐疗法联合系统性护理干预对创伤性颅脑损伤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的疗效

陆　微 、 张　莹 、 陈　颖 、 王　玎

【摘要】目的　探讨音乐疗法联合系统性护理干预对创伤性颅脑损伤所致精神障碍患者康复的临

床效果。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 ~201� 年 4 月我院收治的创伤性颅脑损伤所致精神障碍患者 160 例，

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对照组 �0 例予以常规治疗及护理措施；在此基础上，予以观察组 �0 例

音乐疗法联合系统性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生活质量、精神状况、认知功能。结果　干

预前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认知功能及精神病性症状评分，组间无明显差异；干预后观察组生活质

量评分，认知功能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观察组易激惹、精神病表现、

抑郁、迟滞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结论　对创伤性颅脑损伤所致精神

障碍患者实施音乐疗法联合系统护理干预，能有效改善患者精神状况和认知功能，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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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music therapy combined with systematic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
ders caused by traumatic brain injury　　LU Wei，ZHANG Ying，CHEN Ying，et al. Shengjing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Shenyang 11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music therapy combined with systematic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caused by 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 Methods　160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 

caused by TBI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6 to April 2017 were selected，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n=80）were given routine therapy and nursing，while the observa-

tion group（n=80）was given music therapy combined with systematic nursing intervention based on the routine ones. 

The life quality，mental status，cognitive fun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

tion. Results　The scores of life quality as well as cognitive fun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scores of irritability，psychotic manifestation，depression，hysteresi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Music therapy combined with systematic nurs-

ing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 caused by TBI can improve mental status and cognitive function，and 

improve quality of life as well.

【Key words】Music therapy；Systematic nursing intervention；Traumatic brain injury；Mental disorder；Life 

quality

直接或间接外伤所致的颅脑外伤均出现脑组织

损伤，引起精神异常，表现为认知功能下降、言行

紊乱、情感障碍等［1］。创伤性颅脑损伤所致的精神

障碍占创伤性颅脑损伤存活总数的 45％左右，为颅

脑损伤常见的后遗症［2］。临床在予以创伤性颅脑损

伤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积极治疗的同时，予以其康复

治疗和护理干预，不仅能减少颅脑外伤后伤残及并

发症的发生，还能促进精神心理康复和生理功能恢

复［3］。体感音乐疗法可使人体在聆听音乐时，机体

感受音乐声波的振动，加强人体感知音乐，进而达

到治疗身心的目的［4］。本研究选择在我院接受治疗

的 160 例创伤性颅脑损伤所致精神障碍患者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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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分析音乐疗法联合系统性护理干预对创伤性

颅脑损伤所致精神障碍患者康复的影响。现报道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 取 得 医 学 伦 理 审 核 后 ， 选 择 2016 年 1 月

~2017 年 4 月我院收治的创伤性颅脑损伤所致精神

障碍患者患者 160 例，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

组，每组各 80 例。观察组中男 52 例，女 28 例；年

龄 20~55 岁，平均年龄（29.19±6.82）岁；伴有兴奋

多语 20 例，狂躁症状 24 例，暴力行为 10 例，抑郁

症状 26 例。对照组中男 50 例，女 30 例；年龄 21~55
岁，平均年龄（29.21±6.75）岁；伴有兴奋多语 19
例，狂躁症状 25 例，暴力行为 9 例，抑郁症状 27 例。

比较两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对比性。

1.2　入选标准

1.2.1　纳入标准　①有明确外伤史，且经 MRI/

CT 等影像学检查确诊为颅内损伤，符合《中国精神

障碍分类与诊断》［5］中关于创伤性颅脑损伤所致精神

障碍的相关标准；②精神症状均在伤后 7d 出现；③

患者及其家属均对本研究知情，并自愿签署知情同

意书；④生命体征稳定者。

1.2.2　排除标准　①精神类药物依赖史者；②

颅脑损伤后伴有感觉障碍，如视力、听力等；③伴有

精神疾病史或精神病家族史者；④再次或多次颅脑损

伤者；⑤其他严重基础性疾病者。

1.�　方法

予以对照组常规治疗及护理措施，包括日常生

活活动能力治疗、降颅压、止血、利尿、抗精神病

药物、健康宣教、心理疏导等。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予以音乐疗法及系

统性护理干预：（1）音乐疗法：采用国产 XTG-1 型

（20091201）体感音乐治疗系统进行体感音乐治疗，

引导患者体感音乐床上平卧，在其双耳部位正确置

入耳机，音量需＜ 50 dB。以身心律动方式治疗昏迷

的患者，其是由维瓦尔第的《四季之春》变奏而来；

以启发智力方式治疗清醒患者，其是由莫扎特的《D

大调双钢琴鸣奏曲》经演绎而来，1 次 /d，30~40min/

次，5 次 / 周。（2）护理干预：①护理人员耐心向患及

其家属进行健康宣教，讲解病变原因、发展及其预

后情况，对患者的不当行为有正确认知，减轻患者

及家属的心理负担；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提高患者

治疗配合度；②充分掌握患者病情变化，对部分存在

碰伤、坠床等护理意外的患者，予以相应的防范措

施，如棉垫包裹、用约束带等，防患于未然，需避

免强制制动，加强观察患者的末梢血运循环，防止

出现医源性损伤；③颅脑损伤患者易出现睡眠型态紊

乱，应保持病房光线柔和、安静舒适，减少不必要

的干扰；引导患者养成睡前饮热牛奶等良好的习惯，

以利于睡眠；④对患者进行注意力、思维能力、记忆

力等方面的训练，加强其对周围事、人的认知能力；

引导患者描述其经历和生活环境，从心理暗示、语

言沟通等方面引发患者正常记忆，逐渐恢复其认知

能力及思维能力；⑤以循序渐进的原则引导患者进行

肢体训练，并予以患者肯定，避免其产生挫折感与

烦躁心理，使其有成就感，促进其主观能动性；⑥告

知患者遵医嘱用药的重要性，尤其是抗癫痫药物必

须长期规划用药，做好其心理疏导，并告知患者服

药后嗜睡、乏力等均属于正常现象，消除患者对服

药的顾忌，避免患者因擅自减药、停药、换药而加

重病情。两组均连续干预 4 周。

1.4　评价标准

①参考生活质量指数量表（QL-Index）［6］，评估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生活质量，总分为 10 分，分数

越高则患者生活质量越好；②以护士用住院患者观察

量表（NOSIE）［7］对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精神状况进

行评估，包括易激惹、精神病表现、抑郁、迟滞等，

每项总分为 25 分，分数越低说明患者患者状况越好。

③采用简易智能状态检查量表（MMSE）和蒙特利尔

认知量表（MOCA）［8］对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认知功

能进行评估，每项总分为 25 分，分数越高则患者认

知功能越好。

1.�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21.0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符合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使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

示，比较使用 t 检验；计数数据用百分率（n，％）表

示，采用卡方（χ2）检验，P<0.05 时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生活质量对比

干预前两组 QL-Indexp 评分比较，组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 4 周后，两组患者的

QL-Indexp 评分均明显升高，且观察组 QL-Indexp 评

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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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颅脑损伤出现的脑组织病理性损伤是创伤性颅

脑损伤所致精神障碍发生的直接因素，外伤中患者

所受到的惊吓也是其发生精神障碍的重要病因［9］。

创伤性颅脑损伤所致精神障碍的生理病理基础为：外

伤会造成局部脑组织出血、水肿、坏死，引起颅内

压增高，致使中枢神经系统出现一系列的改变，包

括电生理、生化及循环等，进而导致中枢神经系统

功能障碍［10］。针对此类患者，早期予以药物治疗虽

能改善患者病情，但难以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

本研究结果显示，经干预后观察组 MMSE 评分、

MOCA 评分、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易激惹、

精神病表现、抑郁、迟滞等评分均低于对照组。提

示音乐疗法联合护理干预能有效提高创伤性颅脑损

伤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的认知能力，改善精神症状，

提高生活质量。音乐疗法能有利于刺激人体大脑听

力，激活双侧大脑网络顶叶、颞叶、额叶以及伏核、

腹侧被盖区、扣带回前部等皮层下互相连接的大脑

2.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认知功能比较

干预前两组 MMSE 评分、MOCA 评分比较，组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 4 周后，两组

患者的上述量表评分均明显升高，且观察组 MMSE

评分、MOCA 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2。

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精神状况对比

干预前两组易激惹、精神病表现、抑郁、迟滞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 4 周

后，两组患者的上述量表评分均降低，且观察组易

激惹、精神病表现、抑郁、迟滞评分低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1　两组患者QL-Index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对照组 80 4.29±0.42 7.68±0.36 142.183 0.000

观察组 80 4.29±0.44 8.56±2.26 189.489 0.000

t - 0.202 78.216 - -

P - 0.840 0.000 - -

表2　两组患者认知功能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MMSE评分 MOCA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对照组 80 14.60±2.18 18.25±2.65 72.291 0.000 15.22±2.34 19.63±2.89 72.587 0.000

观察组 80 14.61±2.17 21.42±2.90 83.297 0.000 15.20±2.35 22.15±3.09 82.873 0.000

t - 0.565 112.347 - - 1.083 111.991 - -

P - 0.574 0.000 - - 0.282 0.000 - -

表3　两组患者精神状况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易激惹 精神病表现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对照组 80 19.63±2.33 14.77±2.06 159.987 0.000 22.36±2.11 19.42±2.29 145.174 0.000

观察组 80 19.64±2.34 9.62±1.86 184.206 0.000 22.39±2.10 15.59±1.96 306.245 0.000

t - 0.898 228.871 - - 1.780 103.157 - -

P - 0.372 0.000 - - 0.225 0.000 - -

续表 � 

组别 例数
抑郁 迟滞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对照组 80 20.16±2.37 17.33±2.18 132.387 0.000 17.68±2.60 12.85±1.79 53.662 0.000

观察组 80 20.16±2.38 13.07±2.09 211.555 0.000 17.69±2.60 9.52±1.66 77.759 0.000

t - 0.698 420.708 - - 1.047 227.765 - -

P - 0.487 0.000 - - 0.298 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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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11］。悦耳的音乐能促进大脑产生改善情绪和认

知的神经递质，大脑腹侧被盖区经音乐刺激时会产

生多巴胺，分泌至杏仁核、蓝斑、扣带回前部、海

马、额前皮质，对调节机体运动、觉醒、记忆、动机、

情绪、执行能力、注意力等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12］。

系统性的护理干预措施较传统护理能有目的、

积极主动的予以患者安全保护、心理支持、行为及

认知干预，能有效维护并保持患者的良好的情绪，

改善患者的精神症状。系统性护理干预中护理人员

耐心向患者及其家属进行疾病知识相关宣教，提高

其对疾病的认知，。对患者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消除

心理负担，能促进其生活习惯和正常记忆的恢复。

大部分创伤性颅脑损伤所致精神障碍患者会伴有易

激惹症状，稍有刺激便会出现乱喊乱叫、吵骂、伤

人等情况，部分患者会出现碰伤、坠床等意外［13］。

针对此类患者具体情况予以个性化的安全护理干预，

不仅能防止暴力行为的发生，还能避免患者不必要

的损伤。系统性护理干预中从视觉、听觉等方面加

强患者的认知事物的能力，并加强对患者进行肢体

训练，以循序渐进的原则，由易至难，并予以患者

相应的鼓励，提高其治疗积极性。保持良好的病房

环境，引导患者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睡前避免患

者与他人交谈，减少不必要的干扰，提高患者睡眠

质量。因颅脑损伤的恢复时间较长，护理人员向患

者讲解遵医嘱用药的重要性，树立患者生活的信心，

防止其出现自暴自弃心理，并加强对患者家属进行

健康教育，予以患者鼓励，减轻其心理负担，有助

于早期恢复。

综上所述，对创伤性颅脑损伤所致精神障碍患

者实施音乐疗法联合系统性护理干预，能有效改善

患者精神状况和认知功能，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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