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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路径对老年颅脑损伤后智力缺损和精神异常患者认知行为的效果
分析

毕丽杰 1 、 姜天华 1 、 周　红 2 、 叶晓丽 2

【摘要】目的　研究临床护理路径对老年颅脑损伤后智力缺损和精神异常患者认知行为的影响。

方法　选择我院 2013 年 1 月 ~2016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 87 例老年颅脑损伤后智力缺损或精神异常患

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42 例和观察组 45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临床护理路径模式，

记录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认知功能、生活自理能力、生活质量和精神状态。结果　护理后 24、48

周，观察组患者 MMSE 评分高于对照组（P< 0.05）；护理后 12、24、48 周，观察组患者 ADL 评分高

于对照组（P< 0.05）；护理后，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各项评分均上升，且观察组均高于对照组（P< 0.05）；

护理后，两组患者社会兴趣、社会能力、个人卫生评分升高，观察组高于对照组；两组患者精神病

表现、易激惹、迟滞和抑郁评分均降低，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对老年颅脑损伤后

精神异常或智力缺损患者采用临床护理路径，可以有效改善认知功能，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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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on cognitive behavior of patients with mental retardation and mental 
disorder after craniocerebral injury　　BI Lijie，JIANG Tianhua，ZHOU Hong，et al. Neurosurgeons in Tangshan 
City worker's Hospital，Tangshan 06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Objective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on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pa-

tients with mental retardation and mental disorders after craniocerebral trauma. Methods　Chosen 87 elderly patients with 

mental retardation and mental disorder after craniocerebral injury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3 to January 2016，ac-

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random control，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of 42 cases and 45 c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the control group used routine nursing，the observation group used clinical nursing path mode，re-

cording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cognitive function，self-care ability，quality of life and mental 

state. Results　After 24 and 48 weeks care，the scores of MM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P<0.05）；The scores of ADL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t 12，24 and 48 

weeks after the treatment，（P<0.05）；After nursing，the scores of quality of life of the two groups increased，and the ob-

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nursing，two groups of social interest，social ability 

and personal hygiene were increased，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the control group；two patients with psychiatric manifes-

tations，irritability，hysteresis and depression scores were lower in observation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nursing path of mental disorder after craniocerebral injury or mental defect in elderly patients，

can relieve mental symptoms，improve cognitive function，improve the living ability of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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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脑损伤是由于患者头部受到外伤作用后，脑

组织受损，不仅会出现一系列肢体功能障碍，还会

伴随不同程度的精神异常及智力缺损［1］。患者可表

现出认知功能下降、记忆减退、人格改变等，严重

影响患者及家属的生活质量。大量研究［2］表明，采

用合理有效的护理措施配合药物治疗，可以改善患

者认知行为。在本次研究中，笔者通过对老年颅脑

损伤后智力缺损或精神异常患者采用临床护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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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现将结果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 2013 年 1 月 ~2016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

老年颅脑损伤后智力缺损或精神异常患者 87 例，采

用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 42 例和观察组 45
例，对照组：男 26 例，女 16 例，平均年龄（67.5±

10.2）岁，智力缺损 15 例，精神异常 27 例，受伤原

因：交通事故伤 24 例，摔倒伤 18 例，损伤类型：蛛

网膜下腔出血 14 例，颅内血肿 15 例，脑挫裂伤 13
例。观察组：男 31 例，女 14 例，平均年龄（67.2±

9.7）岁，智力缺损 14 例，精神异常 31 例，受伤原因：

交通事故伤 26 例，摔倒伤 19 例，损伤类型：蛛网膜

下腔出血 15 例，颅内血肿 16 例，脑挫裂伤 14 例。

比较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类型、受伤原因和损伤

类型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

有可比性。纳入标准：①符合韦氏智力测试＜ 70 分

或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3］中精

神异常的诊断标准；②发病时间≤ 4 周的；③年龄＞

60 岁；④患者的家属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

标准：①既往有精神疾病病史或智力缺损的；②合并

其他严重基础疾病的；③伤后伴有视、听障碍的。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神经内科精神异常或智力缺损

患者常规护理方式。 观察组患者采用临床护理路径，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成立护理小组：由一名主

任医师和护士长任组长，3~5 名有 3 年工作经验的护

师任组员；②制定计划：制定详细的护理日程计划，

落实组员的责任分工，明确工作内容，保证各环节

的连续性；③具体实施：对患者家属进行疾病知识的

宣讲教育，介绍护理路径的过程，取得配合；④注意

事项：每日由责任护士评估患者病情，再执行计划表

的措施，由家属确认完成。

1.3　观察指标［4］

（1）认知功能的评价：采用简易智能状态量表

（MMSE）对患者护理前、护理后 4、12、24、48 周

认知能力进行评分，评分越低，认知能力越差。

（2）生活自理能力（ADL）的评价：采用改良

Barthel 指数量表对患者护理前、护理后 4、12、24、

48 周生活自理能力进行评分，分数越低，生活自理

能力越差。

（3）生活质量评分：采用 QLQ-C30 生活质量量

表对患者进行评分，评分越高，生活质量越好。

（4）精神状态的评价：采用住院患者观察量表

（NOSIE-30）进行评分，包括社会兴趣、社会能力、

个人卫生、精神病表现、易激惹、迟滞和抑郁 7 个

方面。 前三项评分越高说明治疗效果越好，后四项评

分越高说明治疗效果越差。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6.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用（x±s）表示，计数资料用％表示，计量

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 MMSE 评分的比较

两组患者护理前 MMSE 评分无差异（P>0.05）。

护 理 后 4、12 周 ， 两 组 患 者 M M S E 评 分 无 差 异

（P>0.05），护理后 24、48 周，观察组患者 MMSE

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MMSE评分的比较（x±s）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4周 护理后12周 护理后24周 护理后48周

对照组 42 11.3±1.8 12.0±1.7 12.4±1.8 12.8±1.9 13.0±2.0

观察组 45 11.5±1.7 12.1±2.0 12.7±1.9 13.5±1.8 13.8±1.9

t 0.533 0.250 0.755 1.765 1.913

P 0.298 0.401 0.226 0.041 0.030

2.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 ADL 评分的比较

两组患者护理前 ADL 评分无差异（P>0.05）。

护理后 4 周，两组患者 ADL 评分无差异（P>0.05），

护理后 12、24、48 周，观察组患者 ADL 评分高于对

照组（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ADL评分的比较（x±s）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4周 护理后12周 护理后24周 护理后48周

对照组 42 1.9±1.1 2.1±1.3 2.8±1.4 3.7±1.5 5.6±1.9

观察组 45 2.0±1.2 2.2±1.5 5.5±1.6 7.8±2.1 8.5±2.2

t 0.404 0.331 8.352 10.423 6.560

P 0.343 0.371 ＜0.001 ＜0.001 ＜0.001

2.3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生活质量评分的比较

比较两组护理前生活质量各项指标评分无差异

（P>0.05）。护理后，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各项评分均

上升，且观察组均高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 3。

2.4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 NOSIE-30 评分的比较

比 较 两 组 护 理 前 N O S I E - 3 0 评 分 无 差 异

（P>0.05）。护理后，两组患者社会兴趣、社会能力、

个人卫生评分升高，观察组高于对照组；两组患者精

神病表现、易激惹、迟滞和抑郁评分均降低，观察

组低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 4。

3　讨论

近年来，随着汽车、助动车的日益增多，交通

事故引起的颅脑损伤也越来越常见。精神异常或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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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缺损是临床常见的并发症，其发病机制［5］是颅脑外

伤后，患者局部脑组织发生水肿、出血、坏死及颅

内压升高，脑内各类生理生化功能情况改变，导致

脑功能障碍，出现精神异常或智力缺损，老年患者

病情重、变化快、恢复慢［6］，需要及时有效的治疗及

护理干预，来减少脑组织的损伤，加速恢复。临床

治疗离不开护理的配合，故笔者对老年患者采用临

床护理路径，观察护理效果。临床护理路径［7］是指

针对特定的病人，是时间为横轴，以患者从入院到

出院的治疗及护理方式为纵轴，制定日程表，与患

者及家属共同配合，有计划有目标的综合合理模式。

在本次研究中，笔者发现观察组患者在护理后

24、48 周后，MMSE 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这

与孙建兰［8］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临床护理路径可以

有效改善患者认知能力。颅脑损伤伴精神异常患者的

认知能力的恢复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训练，短期效果

并不明显，这与本次研究结果相同，两组患者在护理

后 4、12 周，MMSE 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并

且观察组患者护理后 12、24、48 周，ADL 评分均高

于对照组（P<0.05），这也提示通过改善患者认知能

力，有利于提高其生活自理能力。随着患者认知能力

及生活自理能力的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也得到显著提

高，这在本次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护理后，观察组

患者生活质量明显提高，高于对照组（P<0.05）。并

且护理后，两组患者社会兴趣、社会能力、个人卫生

评分升高，观察组高于对照组；两组患者精神病表现、

易激惹、迟滞和抑郁评分均降低，观察组低于对照组

（P<0.05），这说明护理措施有效，针对性强，有利

于患者精神症状的恢复，对预后有重要意义。并且护

理过程中，笔者感到通过全面、有预见性的流程，配

合家属的支持，可以避免操作中的重复步骤，减少医

疗资源浪费，提高效率，达到了护理路径制定的目的。

综上所述，对老年颅脑损伤后精神异常或智力

缺损患者采用临床护理路径，可以有效缓解患者精

神症状，改善认知功能，提高了生活护理能力，明

显提升生活质量，对患者及家属有积极社会意义，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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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的比较（x±s）

组别 例数 时间 躯体功能 角色功能 情绪功能 认知功能 社会功能

对照组 42 护理前 74.4±8.2 72.3±9.6 70.5±8.9 61.3±7.3 70.8±8.2

护理后48周 77.2±7.6 76.5±8.8* 74.3±8.2* 66.1±6.5* 75.7±7.6*

观察组 45 护理前 74.8±8.4 72.5±9.4 71.0±8.8 61.9±7.5 69.9±8.0

护理后48周 81.5±9.2*# 82.6±10.4*# 79.8±10.1*# 74.0±8.4*# 80.9±9.5*#

注：与护理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4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NOSIE-30评分的比较（x±s）

组别 例数 时间 社会兴趣 社会能力 个人卫生 精神病表现 易激惹 迟滞 抑郁

对照组 42 护理前 7.4±1.2 8.2±1.5 7.1±2.0 25.6±4.5 17.5±2.3 15.8±2.1 23.2±3.4

护理后48周 9.1±1.6* 12.0±2.1* 11.8±2.9* 20.7±3.7* 14.2±2.2* 12.4±2.5* 18.2±2.6*

观察组 45 护理前 7.5±1.1 8.5±1.4 7.4±2.2 26.0±4.4 17.8±2.5 15.5±2.2 22.8±3.5

护理后48周 11.5±1.8*# 15.6±2.4*# 16.2±2.7* 16.9±3.0* 10.3±1.6*# 9.6±1.7# 13.9±2.4*#

注：与护理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