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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解决模式对脑出血患者心理适应及睡眠质量的影响

刘　君 、 袁清平 、 熊　丽 、 袁真真 

【摘要】目的　探讨聚焦解决模式对脑出血患者心理适应及睡眠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择我院于

2014 年 1 月 ~2016 年 6 月收治的 �0 例脑出血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

各 �� 例。对照组患者接受延续护理，观察组患者采取聚焦解决模式进行延续护理。观察两组患者

的、自我护理能力、心理状况评价、心理社会适应情况评价、睡眠质量以及生活质量。结果　护理

干预后，两组自我护理能力各项目评分均较护理前明显提高，心理状况评分均较护理前明显降，且

观察组改善更显著，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后的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PSQI）评分均较护理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降低更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66，P< 0.0�）。

结论　聚焦解决模式可改善脑出血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改善睡眠质量，提高患者的心理适应能

力、社会适应能力，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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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olution-focused mode on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and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intracer-
ebral hemorrhage　　LIU Jun，YUAN Qingping，XIONG Li，et al. Suining Central Hospital in Sichuan Province，
Suining 629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solution-focused mode on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and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Methods　7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n our 

hospital from From January 2014 to June 2016 wer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complete randomization，Pa-

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tinuous care.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focus mode. The，self-care ability，psychological status as-

sessment，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adaptation assessment，sleep qua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of all patients were observed. 

Results　After the nursing intervention，the scores of all nursing evalua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nursing；the scores of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nursing group

（P<0.05）. The PSQI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t =7.366，P<0.05）. Conclusion　Focusing solution model can improv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adaptability of patients，social adaptability 

and sleep quality.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Solution-focused mode；Cerebral hemorrhage；Psychological adaptation；Sleep quality

脑出血是由于非外伤而造成患者脑实质出血。

脑出血患者的致残率、死亡率较高，病情具有进展

快速、并发症多等特点，容易影响患者的生活［1］。

脑出血患者易出现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患者的

治疗、护理难以顺利实施，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

聚焦解决模式是一种全新的护理模式，通过解决问

题，通过正向、朝向目标，以向未来解决问题的观

点，改变不良情况，最终有效改善患者的焦虑、抑

郁心情［2，3］。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可用于评价患者最近 1 个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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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质量［4］。因此，PSQI 评分可以评价脑出血患者

的心理适应能力，对患者的心理作出评分，了解患

者的心理状况。为此，本次研究探讨聚焦解决模式

对脑出血患者的心理适应及睡眠质量的影响，为临

床治疗脑出血患者的心理问题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对象为我院于 2014 年 1 月 ~2016 年 6 月

收治的 70 例脑出血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

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各 35 例。在对照组中，男 19
例，女 16 例，年龄为 40~77 岁，平均年龄为（52.5
±4.4）岁，其中基底节 14 例，脑室 8 例，脑叶 5 例，

小脑 4 例，脑干 4 例；出血量为（70.1±10.2）ml。患

者出现脑出血距离手术时间 6h 以内共 12 例，6h 以

外为 23 例。观察组患者中，男 20 例，女 15 例，年

龄为 41~76 岁，平均年龄为（51.8±4.8）岁，其中

基底节 15 例，脑室 7 例，脑叶 6 例，小脑 4 例，脑

干 3 例，出血量为（72.5±9.8）ml。患者出现脑出血

距离手术时间 6h 以内共 15 例，6h 以外为 20 例。两

组患者年龄、性别、脑出血部位、出血量等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本研究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及家属均知

情同意。

1.2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纳入标准如下：（1）所有患

者均为首次出现脑出血疾病；（2）患者经颅脑 CT 或

者 MRI 后确诊；（3）入院 48h 后患者的神志保持清

醒；（4）患者能够保持基本的读写能力。

排除标准：（1）患者的心脏、肝及肾脏等重要

脏器出现功能障碍；（2）恶性肿瘤患者；（3）患者出

现颅内感染；（4）患者的意识不清楚，难以完成本

次研究。

1.�　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延续护理，制定详细的出院计

划，主要有健康教育、个案管理和监测。健康教育

的内容主要宣传脑出血的自我管理知识以及技能，

帮助患者掌握科学饮食、锻炼以及用药等指导措施。

教育方式可通过家庭探访、电话、讲座等。讲座每

个月一次，共 6 次。讲座 1 周后采取电话随访，了

解随访效果。

聚焦解决模式均由医院医护团队共同完成，干

预环境选在单独病房或谈话室。聚焦解决模式实施

应该根据患者的病情完成，干预通常选择每月两次，

每次 30~45min，一般干预 3~5 次，为期 1~2 个月。

每周对患者进行重复测量一次。

观察组患者采取聚焦解决模式进行延续护理，

步骤如下：（1）讲解阶段，对患者进行全面评估，

明确尚存在的问题。（2）构建目标阶段，焦点解决模

式要求阶段目标以及长远目标互相结合，护理目标

与患者互相结合。在此阶段，积极开发患者的潜能，

深入明确患者的健康需求，期望未来的健康状态，

与患者构建可行性阶段目标。（3）实施目标阶段，探

讨成功经验，假设问题解决后可能出现的好处，比

如当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病情缓解后，可增强患

者的信心。（4）反馈阶段，延续护理过程中，紧密

关注患者的变化及所需要付出的努力，适当给予积

极反馈，鼓励患者的治疗目标，肯定患者所付出的

努力，增强患者的信心。一旦效果不明显，对目标、

实施过程进行调整。（5）评价阶段，帮助患者评价延

续护理后的效果，提出新问题，明确下一步行动。

1.4　观察指标

所有调查均在护理前（入院后第 1 天）及护理后

（入院后 3 个月）进行评价，调查均由患者自己填写。

1.4.1　自我护理能力　通过自我护理能力评分

量表对脑出血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情况进行评价［5］。

每项为 100 分，分数越高时，表明自我护理能力越

强。护理量表主要有脑出血相关知识、自我护理责

任感、自我护理技能以及康复知识四个方面。

1.4.2　心理状况评价　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对患者的心

理状况进行评价［6］。其中 HAMA 主要有 14 个项目，

每个项目均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HAMD 主要有 24
个项目，大部分项目采取 Likert 5 级评分法，另外一

部分项目采取 Likert 3 级评分法。两个量表分数越高

时，表明患者的焦虑、抑郁越严重。

1.4.3　睡眠质量　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

表评价患者的睡眠质量［7］，总分为 0~21 分，分值越

高时，表明睡眠质量越差。

1.�　统计学分析

本文所有数据采用 SPSS19.0 进行分析，计量资

料的统计描述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两组

之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以（n，%）表示，

比较采用 χ2 检验若 P<0.05 被认为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护理前后自我护理能力评分比较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各项目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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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护理前后的 PSQI 评分比较

护理前两组 PSQI 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t =0.536，P>0.05）。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后的

PSQI 评分均较护理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降低更显

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7.366，P<0.05），见表 3。
表3　护理前后的PSQI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t值 P值

对照组 35 11.23±3.01 8.93±2.49 3.483 0.001

观察组 35 10.83±3.23 5.57±1.04 9.171 <0.001

t值 0.536 7.366

P值 0.594 <0.001

3　讨论

脑出血患者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

依从性降低，将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

有必要采取措施改善患者的不良情绪，提高患者的

生活质量。传统护理模式多侧重于如何采取功能锻

炼措施，易忽略患者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聚焦解决

模式是一种尊重并相信个体，激发个体潜能的全新

干预模式，聚焦于正向方面，并最大可能增加个体

的能力。聚焦解决模式是通过解决问题，可充分提

升患者的主观能动性，增加患者的参与度，接受程

度高。

在本次研究中，两组患者护理前各项量表评分

对比后，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干预

后两组患者各项量表评分均优于护理前，且观察组

相对于对照组更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与以往研究结论基本一致［8］。聚焦解决模式帮助患

者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

建立起最终适合患者自身的护理方法，进而提高康

复效果，本次研究结果也表明聚焦解决模式优于常

规护理，可有效增强患者的心理、社会适应能力以

及改善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聚焦解决模式可根

据每个个体特点，在尊重其生活习惯的基础上，让

患者先提出问题，并根据问题制动可行性计划，鼓

励患者将其想法付诸于实际，不仅可关注安全性、

社会性以及文化性，还可提高患者、家属的主动性，

不断给予反馈以及评价，提升患者的自信心，以正

常的思维清晰了解自身疾病，积极学习，适应环境

的技巧，降低患者的负性情绪，提高患者治疗的积

极性。脑出血患者的生理、心理精神变化大，容易

出现睡眠障碍，但是患者作为特定人群，更加需要

良好的睡眠质量［9，10］。本研究结果表明，护理后，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干预

后，两组自我护理能力各项目评分均较护理前明显

提高，且观察组提高更显著，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2.2　护理前后的心理状况评分对比

护理前两组心理状况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0.05）。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心理状况

评分均较护理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降低更显著，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2。

表1　护理前后自我护理能力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脑出血相关知识

t P
自我护理技能

t P
自我护理责任感

t P
康复知识水平

t P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35 69.3±10.9 80.2±8.6 4.645 0.000 66.1±11.2 76.3±10.2 3.983 0.000 68.4±11.4 77.1±10.2 4.142 0.000 67.3±9.3 78.7±10.3 4.860 0.000

观察组 35 70.0±12.4 89.4±8.9 7.519 0.000 68.4±12.1 88.1±10.1 7.394 0.000 68.5±12.1 87.3±10.4 6.971 0.000 67.8±9.1 89.2±10.3 9.212 0.000

0.251 4.398 0.825 4.863 0.036 4.398 0.227 4.265

0.803 0.000 0.412 0.000 0.972 0.000 0.821 0.000

表2　护理前后的心理状况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n
HAMD评分 HAMA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t值 P值 护理前 护理后 t值 P值

对照组 35 23.08±2.02 20.19±1.28 12.048 <0.0010 13.09±2.00 9.93±0.19 37.076 <0.001

观察组 35 23.24±2.12 16.39±1.34 15.022 <0.001 13.10±2.04 8.11±0.14 47.930 <0.001

t值 0.323 7.015 0.625 5.440

P值 0.747 <0.001 0.534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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