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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社会、家庭支持对脑梗死伴抑郁患者心理及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唐　娟 、 崔金虹 、 尚芳芳 、 吴　静 、 王　璐

【摘要】目的　探讨强化社会及家庭支持对脑梗死伴抑郁患者的心理状态及日常生活能力的影

响。方法　将本院 201� 年 10 月 ~201� 年 10 月期间收治的 10� 例脑梗死伴抑郁的患者随机分组，各

�4 例，对照组为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则强化社会及家庭支持，比较两组疗效、心理、神经功能、

生活质量。结果　护理 � 个月和护理 � 个月两组患者抑郁程度均逐渐降低，其中观察组护理后不同

阶段抑郁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护理 � 个月和护理 � 个月两组患者神经功能及自理能力均

逐渐改善，其中观察组护理后不同阶段神经功能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而自理能力评分显著高于对

照组，P< 0.0�；观察组治疗有效率为 ��.�0％，高于对照组的 �4.4�％，P< 0.0�。结论　针对脑梗死

伴抑郁患者强化社会及家庭支持可改善其心理状态，改善症状及神经功能，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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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trengthening social and family support on mental state and daily living ability in post-cerebral 
infarctio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TANG Juan，CUI Jinhong，SHANG Fangfang，et al. Nanyang Central 
Hospital，Nanyang 47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strengthening social and family support on mental state and daily 

living ability of depression patients after cerebral infarction. Methods　108 depression patients after cerebral infarc-

tio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6 to October 2018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each group was 

54 patient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strengthened social 

and family support. The curative effect，psychological，neurological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depression degre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t different stages after nursing for 3 months and 6 months，（P<0.05）. The neurological function and self-care 

ability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improved gradually after nursing for 3 months and 6 months，and 

the neurological function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t different 

stages after nursing，while the self-care ability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96.30％）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84.48％）（P<0.05）. Conclusion　

Strengthening social and family support nursing for depression patients after cerebral infarction can promote psychologi-

cal state，improve symptoms，neurological function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Key words】Social and family support；Cerebral infarction；Depression；Daily living ability

脑梗死的预防、治疗及护理极为重要［1］。患者

受到疾病影响，容易出现抑郁情绪，影响患者治疗

依从性和功能恢复［2］。强化社会及家庭支持能够让

患者获得充分的情感支持，利于提高治疗效果［3］。

为此，本次研究对强化社会及家庭支持对脑梗死后

抑郁病人心理状态及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进行了探

讨，详细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资料选择本院于 2016 年 10 月 ~2018 年 10
月期间收治的脑梗死患者 108 例，依据随机数字抽

取表法分组各 54 例，均因疾病出现不同程度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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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 53 分，均经脑

CT 或 MRI 检查确诊，且满足《中国脑血管病防治指

南》脑梗死诊断标准［4］。对照组男患者 29 例，女患

者 25 例，年龄在 48 岁 ~75 岁之间，梗死时间 2h 至

28h，SDS 评分 54 分 ~71 分，NIHSS 评分 4~20 分；观

察组男患者 31 例，女患者 23 例，年龄在 48 岁至 74
岁之间，梗死时间 2h~27h，SDS 评分 54 分 ~70 分，

NIHSS 评分 4~20 分；排除严重心肺肾等重要器官病

变患者、近期严重脑梗死或颅脑手术患者等。经比

较，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无显著性差异，P>0.05，如

表 1。
表1　两组一般资料分析（x±s）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梗死时间（h） SDS评分（分） NIHSS评分（分）

观察组 54 58.95±2.46 10.71±1.47 65.12±2.93 12.12±1.52

对照组 54 58.46±2.93 10.57±1.84 65.42±3.08 12.04±1.43

t -- 0.94 0.43 0.51 0.28

P -- 0.34 0.66 0.60 0.77

1.2　护理方法

1.2.1　对照组　患者入院后给予抑制血小板聚

集治疗、抗凝治疗、营养脑组织治疗及对症支持等，

并实施常规护理服务［5］。

1.2.2　观察组　在上述治疗及常规护理基础上

强化社会及家庭支持干预，如下：①构建家庭支持系

统，患者受到各类因素影响很容易出现生理、心理

平衡失调，而常规护理中虽然重视对患者的心理疏

导，由护理人员进行心理干预，对排解不良情绪有

一定作用，而为进一步提高患者信心，应重视家庭

支持，如可刺痒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评估患者

及家属的关系，并指导患者家属给予患者精神鼓励，

注重与其的沟通交流，增强患者所需的家庭关怀［6］；

②建立伙伴式护患关系，为患者提供舒适的住院环

境，并组配合或组织患者开展一些娱乐活动，如下

棋，丰富患者生活；列举治疗成功的病例，通过网络

促使患者与患者、患者与社会联系，激励患者，增

强其治疗信心；开展专业心理治疗，由专业心理医生

采取团体人际心理干预方式促进患者相互熟悉，排

解不良情绪［7-10］；③满足患者需求，患者行动不便，

护理人员需尽可能满足其正常活动需求，尤其指导

或协助其进行如厕、饮水等，并通过早期运动锻炼

促使其尽快掌握自主进餐，利于让其感到肢体的存

在及康复价值。康复过程较长，需定期对其开展心

理干预，注重与患者家长沟通，评估其心理状态，

且需避免完全代劳患者活动，需引导熟悉自主行为

方式，利于尽早康复。

1.�　观察指标

评价护理 3 个月和护理 6 个月患者抑郁、神经

功能及生活质量变化。抑郁程度采用 SDS 量表打分，

分数越高，抑郁程度越严重；结合脑卒中神经功能缺

损量表（NIHSS）评价患者神经功能恢复情况，0~45
分，分数越高，神经功能越差；采用改良 Barthel 指

数评价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满分 100 分，分数

越高，生活能力越强。评价两组治疗效果：痊愈为病

残 0 级，NIHSS 评分降低超过 91％；显效为病残 1~3
级，NIHSS 评分降低超过 46％；有效为肌力提升，

NIHSS 评分降低超过 18％；无效为未达到上述要求。

治疗有效率 = 痊愈率 + 显效率 + 有效率。

1.4　统计学处理

将 SPSS 17.0 作为数据统计学分析软件，计量资

料予以 t 检验，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计数资

料予以卡方检验，率（％）表示，当 P<0.05 时认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抑郁程度改善分析

分析表 2 可知，护理 3 个月和护理 6 个月两组

患者抑郁程度逐渐降低，其中观察组护理后不同阶

段抑郁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表2　两组抑郁程度改善分析（分，x±s）

组别 例数 护理3个月 护理6个月

观察组 54 50.02±5.77 45.12±4.92

对照组 54 57.05±6.92 51.14±5.03

t -- 5.73 6.78

P -- 0.0000 0.0000

2.2　两组神经功能及自理能力改善分析

分析表 3 可知，护理 3 个月和护理 6 个月两组

患者神经功能及自理能力逐渐改善，其中观察组护

理后不同阶段神经功能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而自

理能力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表3　两组神经功能及自理能力改善分析（分，x±s）

组别 例数
神经功能 自理能力

护理3个月 护理6个月 护理3个月 护理6个月

观察组 54 19.42±3.42 14.02±3.77 55.08±9.24 62.43±7.08

对照组 54 24.14±4.09 18.62±3.95 50.19±8.73 57.71±7.31

t -- 6.50 6.19 2.82 3.40

P -- 0.0000 0.0000 0.0056 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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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两组治疗效果分析

分析表 4 可知，观察组治疗有效率为 96.30％、

对照组为 84.48％，差异显著，P<0.05。
表4　两组治疗效果分析（％）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有效率

观察组 54 29（53.70）14（25.93） 9（16.67） 2（3.70） 96.30

对照组 54 18（33.33）15（27.78）11（20.37）10（18.52） 84.48

χ2 -- -- -- -- -- 6.00

P -- -- -- -- -- 0.01

3　讨论

脑梗死患者日常自理能力严重受限［11］。患者

入院后需快速对其开展可靠的医疗措施，重视护

理［12-14］。特别是心理护理，依据患者实际心理状态、

性格特征等保持良好的沟通交流，强化社会及家庭

支持，利于增强其治疗信心［15］。本次研究发现：护

理 3 个月和护理 6 个月两组患者抑郁程度逐渐降低，

其中观察组护理后不同阶段抑郁评分显著低于对照

组；护理 3 个月和护理 6 个月两组患者神经功能及自

理能力逐渐改善，其中观察组护理后不同阶段神经

功能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而自理能力评分显著高

于对照组；观察组治疗有效率为 96.30％，明显高于

对照组的 84.48％。上述结果表明强化社会及家庭

支持对促使患者病残程度改善，促使神经功能恢复，

调节抑郁情绪有明显作用，尤其锻炼其自理能力，

护理价值较高。结果与姚俊霞的研究结果一致［8］。

综上所述，强化社会及家庭支持对脑梗死后抑

郁病人心理状态及日常生活能力有积极的影响。但

本研究样本量较小，样本来源较为单一，而且一些

影响疗效的因素也无法完全控制，所以还需要更多

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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