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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合并心理疗法对脑外伤后综合征患者的效果

乔　俊

【摘要】目的　探讨采用药物合并心理疗法对脑外伤后综合征患者的效果。方法　将 2017 年 0�

月 ~201� 年 0� 月本院治疗的 100 例脑外伤后综合征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分组两组，常规组 �0

例，单纯药物治疗，而研究组 �0 例则在用药治疗的基础上加强心理疗法。结果　研究组临床治疗总

体疗效、依从性、生活质量均高于常规组（P< 0.0�）；研究组 SDS 抑郁评分、SAS 焦虑评分均低于常

规组（P< 0.0�）。结论　药物合并心理疗法治疗脑外伤后综合征患者，可进一步改善其预后，促使

其早期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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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drugs combined with psycho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post-traumatic brain syndrome 
　　QIAO Jun. The Central Hospital of Xinyang，Xinyang 464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drug combined with psycho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post-traumatic brain syndrome. Methods　From March 2017 to March 2019，100 patients with post-traumatic 

brain syndrome in our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double-blind method，the patients in the routine group

（n=50）were treated with drugs alone，while the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n=50）were treated with drugs combined 

psychotherapy. Result　The overall curative effect，compliance and quality of life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routine group（P<  0.05）. The SDS depression score and SAS anxiety score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routine group（P<  0.05）. Conclusion　Psychotherapy combined with drugs can further improve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post-traumatic brain syndrome and promote their early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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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外伤后综合征是指颅脑受损 3 个月后，依然

遗留心理、精神、思维、性格等障碍［1］。该病病程长、

迁延难愈，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带来了严重的影响［2］。

目前无特效治疗手段［3］。通常以营养脑细胞的药物

治疗为主［4］。心理因素与脑外伤后综合征关系密切，

但在治疗过程中却并未引起相应的重视［5，6］。本文探

讨药物结合心理疗法对脑外伤后综合征患者的疗效。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研究中接收的观察对象为脑外伤后综合征，

总共 100 例，接收的时间均为 2017 年 03 月 ~2019 年

03 月。通过双盲法，对其分组，即常规组、研究组，

各 50 例。研究组中男性观察对象 27 例，女性观察

对象 23 例，年龄 20~85 岁，平均（42.5±5.5）岁；病

程 2~36 个月，平均（14.3±2.3）个月。常规组中男

性观察对象 28 例，女性观察对象 22 例，年龄 20~88
岁，平均（42.7±5.8）岁；病程 3~35 个月，平均（14.2
±2.4）个月。两组临床资料 P 值＞ 0.05，均衡一致，

可分组探讨。均知晓本次研究目的及意义，已经签

署过同意书。通过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

1.2　入组标准与排除标准

入组标准：临床症状典型且连续 >3 个月，比如

头晕头痛、多梦、失眠、兴奋、烦躁等等；神经系统

检查结果提示阳性体征并不明显，头颅 MRI 或 CT 检

查结果一切正常。

排除标准：排除精神异常或神经系统疾病；心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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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功能严重不全或障碍；颅脑器质性疾病；临床资料

不全；非自愿参与的患者。

1.�　方法

常规组 50 例单纯用药治疗，方法为：予以血塞

通胶囊口服，每次 2 粒，3 次 /d；予以尼莫地平口服，

每次 30mg，3 次 /d。若是患者脑血流图异常，可适

当增加用药剂量；若是患者过于烦躁、兴奋，则予以

5mg 安定。连续用药治疗 2 个月。

而研究组 50 例则在用药治疗的基础上加强心理

疗法的应用，每日 1 次，30min/ 次，持续 2 个月。大

致内容如下（1）耐心倾听。认真倾听才能良好的与

患者交流。脑外伤综合患者情绪变化幅度较大，心理

活动多变，基于此，临床医护人员面对脑外伤综合

征患者时，需予以一定的耐心，主动倾听患者诉说，

聆听期间，予以点头示意，以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患者主诉后，医护人员以询问的方式，在征得患者

同意的情况下，围绕治疗、护理等相关问题，向患

者做好解释、提供建议，日常生活过程中，与患者

积极、主动交流，多鼓励、关心、呵护患者；（2）现

身说法。与患者交流一段时间后，围绕患者心理状

态，合理调整患者床位，比如：在过于消极、依从性

欠佳的患者旁边，安排一位依从性良好、心态积极

乐观的患者，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加强患者治愈

的信念。与此同时，为患者播放一些正能量的视频，

让患者亲身领受，慢慢消除患者心理问题；（3）坚定

信念。大部分患者由于不了解疾病，认为自身所患

疾病较为严重，再加上患者长期遭受疾病折磨以及

向往美好生活的矛盾心理，导致患者过于焦虑、抑

郁，担忧自己无法回归社会，同时又希望奇迹出现，

让自己快速恢复健康，但事实上，脑外伤综合征治

疗时间长，容易使得患者在失望与希望中不断徘徊，

对自身病情的康复，显得忧心忡忡。基于此，临床

医护人员需引起高度重视，及时消除其疑虑、担忧，

以专业的立场，为患者讲解疾病治愈的可能性，让

患者意识到疾病康复需要一段漫长的过程，并向患

者列举成功案例，若有必要，可邀请恢复良好的患

者，与严重患者交流、互相分享经验，坚定患者治

愈的信心；（4）健康宣教。赢得患者好感后，可在

适当的时候，对患者实施健康宣教，普及疾病相关

知识，让患者正确看待脑外伤综合征，同时指导患

者正确处理日常事项。与此同时，与患者家属积极

交流，嘱咐其多关心、鼓励患者，耐心、温和的面

对患者，禁止在患者面前表现出不耐烦、过于烦躁

的情绪，以免加重患者心理负担；（5）提高依从性。

若是患者自暴自弃，表现为抵触、拒绝治疗，而药

物治疗又是控制病情的基础，加之患者治疗时间长，

在长时间与药物为伴的生活中慢慢丧失兴趣、希望，

影响其依从性。基于此，医护人员需主动、耐心的

向患者讲解遵医嘱规律用药对疾病转归的必要性、

重要性，让患者坚持用药，不然有可能会前功尽弃，

通过心理疏导，进一步提高患者用药依从性。

1.4　疗效判定

临床疗效判定［7］标准内容如下：临床症状消退，

随访观察 >2 个月，患者未复发，可正常生活、工作，

身心状态良好，为痊愈；临床症状显著减轻，但患者

情绪偶尔会因为天气环境、工作压力而产生轻微的

变化，但是这并未影响到患者的工作、生活，视为

有效；临床症状基本好转，日常生活、工作遭受轻

微的影响，但是患者依然可以继续坚持工作、学习，

视为有效；临床症状有所减轻，但患者难以正常学习、

工作，身心状态欠佳，影响十分严重，为无效。总

体疗效 =（总例数 - 无效的例数）/ 总例数 *100％。

1.�　观察指标 

（1）依从性［8］判定内容如下：治疗过程中可以

遵照医嘱定时定量服药，为完全依从；治疗过程中，

虽然可以遵照医师嘱咐服药，但偶尔有漏服或少服

情况，为基本依从；治疗过程中，患者抵触、拒绝治

疗，为不依从；（2）用 SDS 抑郁自评量表、SAS 焦虑

自评量表［9-10］，对患者的负性情绪进行评估，分值越

高，说明患者抑郁、焦虑情绪越严重；（3）用 SF-36
量表［11］，对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估，包括躯体功

能、情绪功能、社会功能三个方面，分值 100 分，

分值越高，说明患者生活质量越高。

1.�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分析两组研究数

据，［例（％）］描述计数资料，予以 χ2 检验；（x±s）
描述计量资料，予以 t 检验。P 值 <0.05 提示统计学

意义成立。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治疗效果对比见表 1
表1　两组临床治疗效果对比［例（％）］

小组 病例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体疗效

研究组 50 24（48.00％）23（46.00％） 3（6.00％） 47（94.00％）

常规组 50 21（42.00％）20（40.00％）9（18.00％）41（82.00％）

χ2 - 6.818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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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依从性对比见表 2
表2　两组依从性对比［例（％）］

小组 病例 完全依从 基本依从 不依从 依从性

研究组 50 30（60.00％）18（36.00％） 2（4.00％） 48（96.00％）

常规组 50 27（54.00％）15（30.00％）8（16.00％）42（84.00％）

χ2 - 8.000

P - <0.05

2.�　两组生活质量对比见表 �
表3　两组生活质量对比（x±s，分）

小组 病例 躯体功能 情绪功能 社会功能

研究组（50例） 治疗前 54.3±6.2 55.4±6.1 52.8±5.9

治疗后 79.6±3.4＊＃ 78.7±3.5＊＃ 76.5±4.1＊＃

常规组（50例） 治疗前 54.5±6.6 55.6±5.8 52.9±6.3

治疗后 62.5±3.7＊ 61.3±2.8＊ 60.4±3.2＊

注：比较治疗前＊P<0.05；对比常规组治疗后＃P<0.05。

2.4　两组 SDS 抑郁评分、SAS 焦虑评分对比见

表 4
表4　两组SDS抑郁评分、SAS焦虑评分对比（x±s，分）

小组 病例 SDS SAS

研究组（50例） 治疗前 58.7±4.8 57.1±4.9

治疗后 34.4±6.7＊＃ 35.6±6.2＊＃

常规组（50例） 治疗前 58.8±3.7 57.5±5.2

治疗后 50.8±6.6＊ 50.5±6.8＊

注：同组治疗前后对比＊P<0.05；两组治疗后对比＃P<0.05。

3　讨论

脑损伤极易引起脑外伤后综合征［12］。药物治疗

虽然可以缓解一部分临床症状，但效果并不完全令

人满意［13］。因此同时加强心理治疗显得非常重要。

本研究发现：药物结合心理干预治疗后，研究

组临床治疗总体疗效显著高于常规组（P<0.05）。提

示心理疗法结合药物治疗脑外伤综合征患者的效果

更加突出。三七总苷为血塞通主要成分，其中有效

成分为三七，可以化瘀、活血、补益，还可以改善

脑部血流、扩张脑部血管、加强患者记忆力，镇痛

镇静作用十分突出。尼莫地平是一种钙通道阻滞剂，

属于新一代双氢吡啶类药物，可以穿透血脑屏障，

阻碍钙离子通道，以免钙离子入侵到细胞中，减少

钙离子所致的生化反应，进而优化脑血流、抑制血

管收缩；另外，还可以抑制花生四烯酸活化血小板，

解除脑血管痉挛症状，提高脑细胞活性。在脑外伤

综合征致病原因中，心理因素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

位［15］。基于此，临床需高度重视心理干预疗法的应

用，围绕患者实际心理制定科学合理有效的干预策

略，帮助患者树立治愈的信念，以提高患者依从性，

改善其生活质量，减轻其负面情绪。苏停香［14］报道，

以脑外伤后综合征患者 96 例为对象，在常规药物治

疗基础上对患者实施护理干预后，观察组临床症状、

心理状态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其结果与本文一致。

本文研究还发现：研究组依从性、生活质量高于常规

组，且负面情绪评分低于常规组（P<0.05）。进一步

说明心理疗法结合药物治疗方案的有效性。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样本量较小，观

察时间也比较短，其次，使用的心理干预方法也有

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完善心理

治疗的内容，但本研究初步说明：药物治疗的基础上

加强心理治疗可以提高脑外伤后综合征患者的治疗

依从性，增加疗效，改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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