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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认知 -行为的心理护理对青年脑卒中后抑郁的康复效果的影响

张彩霞 、 徐玉丽 、 智喜荷 、 段淑敏

【摘要】目的　探讨基于认知 - 行为的心理护理对青年脑卒中后抑郁的康复效果的影响。

方法　选取本院 2018 年 6 月 ~2019 年 11 月收治的 114 例青年脑卒中后抑郁患者为研究对象，按随机

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57 例患者。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在

此基础上开展基于认知 - 行为的心理护理，连续护理 2 周。观察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汉密尔顿抑

郁量表（HAMD）评分、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

评分、简明健康状况调查表（SF-36）评分以及简明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评分。结果　两

组患者治疗后 HAMA 评分、HAMD 评分、NIHSS 评分均显著降低，且观察组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P< 0.05）；两组患者治疗后 SF-36 评分、MMSE 评分均显著升高，且观察组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P< 0.05）。结论　基于认知 - 行为的心理护理能够有效改善青年脑卒中后抑郁患者的焦虑、抑郁情

绪，有助于改善神经及认知功能，提升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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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ognitive-behavioral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the rehabilitation effect of post-stroke depres-
sion in young adults　　ZHANG Caixia，XU Yuli，ZHI Xihe，et al. Department of Prevention Care，the First Affli-
ated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cognitive-behavior-bas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the rehabilita-

tion effect of post-stroke depression in young adults . Methods　A total of 114 young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

press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8 to Nov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57 cases）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57 cases）was 

given cognitive-behavioral psychological nursing. Hamiltondepression scale（HAMD）score，Hamilton anxiety scale

（HAMA）score，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score，the 36-item shot-form health status survey

（SF-36）score，and Simple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scale（MMSE）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Results　HAMA score，HAMD score and NIHSS score in the two group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

ter treatment，and the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sf-36 score and MMSE score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 treatment，and the score in the obser-

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Cognitive-behavior-bas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young post-stroke depression patients，and 

help to improve neurological and cognitive functions and quality of life.

【Key words】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Psychological nursing；The youth；Stroke；Depression

近年来，随着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脑卒中

发病患者逐渐年轻化，而对于事业、家庭逐渐进入

成熟阶段的青年患者而言，面对脑卒中后语言、肢

体障碍往往较老年患者具有更严重的心理负担，卒

中后抑郁症频发。青年脑卒中后抑郁不仅影响患者

的心理健康，严重者甚至影响脑卒中的预后。报道

称，因对脑卒中的惶恐、担忧，缺乏相应的认知储

备是卒中后抑郁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基于认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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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心理护理在青年脑卒中后抑郁中具有良好的

运用前景［1］。如今认知行为疗法无论在医疗、教育

还是其他行业的心理治疗与咨询中均获得了一定的

运用效果，但关于青年脑卒中后抑郁的心理干预还

较为缺乏［2］。因此为提高青年脑卒中后抑郁的康复

效果，明确认知 - 行为的心理护理的实施效果，现

纳入 114 例患者进行对照研究，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 2018 年 6 月 ~2019 年 11 月收治的 114
例青年脑卒中后抑郁患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纳入

标准：均符合中华医学会缺血性、出血性脑卒中诊

断标准［3］；具有情绪低落、睡眠不好、无兴趣等抑郁

表现，且 17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 17
分；经综合治疗后病情稳定，保留一定的肢体功能；

既往无精神疾病史；对本研究知情同意；高中以上文

化水平。排除标准：有抗抑郁药物治疗史者；合并呼

吸功能衰竭、心、肝、肾功能严重障碍者；昏迷、偏

瘫或生命体征较差者；中度以上认知功能障碍者。按

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各 57 例患者。对照组男 35 例，女 22 例；年龄

24~44 岁，平均（36.21±4.12）年；观察组男 32 例，

女 25 例；年龄 30~44 岁，平均（37.76±8.56）年。两

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

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包括积极的生命体征监

测，指导药物治疗，保持病房环境舒适，督促患者

作息规律，适度补充营养，适时开展肢体功能康复

运动；给予脑卒中健康知识宣教，进行一对一心理干

预，耐心倾听患者诉说并给予合理解释，介绍成功

康复病例，提升患者自信心。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开展基于认知 - 行为的

心理护理。干预时间为期 2 周，前期以纠正认知、

心理疏导为主，后期以轻度作业训练为主。①第 1d

开展“ABC 思维转换”，“A”为 activating events，及诱

发焦虑、抑郁情绪的事件，如行动不便、头疼、小

便失禁等；“B”为 beliefs，对“A”的信念、看法等；

“C”为 consequence，对事件诱发产生的结果，如情

绪低落、不配合治疗与康复锻炼。由护士指导患者

总结诱发事件，错误的信念、看法以及处理结果，

并逐条解释、引导，告知患者“B”是“A”导致“C”

的必要条件，帮助患者转换思维，改变对待病情的

错误认知。②第 3~7d 开展森田疗法：先在舒缓音乐

背景下静卧 30min，护士进行森田解释，灌输“年纪

轻、康复效果好”的思想，鼓励其采用“顺其自然，

为所当为”的应对方式，纠正过于敏感、易受刺激

等不良认知。病房内适度活动强调不要刻意摆脱当

前面临的躯体症状，配合拼图板、折纸方式心情，

阅读《森田心理疗法实践》、《自觉与领悟之路》等森

田疗法书籍，纠正既往不良认知。③第 8～14d 开展

作业疗法：每天进行腹式深呼吸训练，深吸气，鼓起

腹部维持 3～5 秒，屏息 1 秒后缓慢呼气，回缩腹部

3～5 秒，屏息 1 秒；进行渐进性肌肉放松，由家属

或护士完成，进行以肩颈部、上肢、胸腹部、腰臀部、

下肢等主要肌肉为放松对象，先紧张 5~7s，再放松

肌肉，配合闭眼冥想状态下感受全身肌肉放松对心

理、生理舒适性的影响，每天 1 次，每次 30min。进

行沙盘游戏，嘱咐患者感受泥沙、介绍沙具、沙盘，

告知患者可以利用这些材料在沙盘制作图景。期间

护士陪同并记录其制作进程，完成作品后，让患者

简短表达感受，讲述图景内容及意义，护士从沙盘

内容、主题等方面进行交流，使患者通过沙盘作品

了解内心的潜意识世界。每隔天 1 次。

1.3　观察指标

（1）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估治疗

前后患者抑郁情绪［4］：包括抑郁情绪、有罪感等 17
项评分，每项 0～4 分，共 68 分，得分越高越严重。

（2）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估治疗前后

患者焦虑情绪［4］：包括焦虑心境、紧张等 14 项，每

项 0～4 分，共 56 分，得分越高越严重。（3）采用美

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估治疗前后

患者神经功能［5］：包括意包括意识水平、凝视等 11
项，共 42 分，得分越高神经功能越差；（4）采用简

明健康状况调查表（SF-36）评估治疗前后患者的生

活质量，SF-36 量表评分包含 9 大维度，36 小项内

容，每小项采用 1~5 分的 5 级评分法，总分 180 分，

分数越高提示患者生活质量越好。（5）采用简易精神

状态检查量表评分（MMSE）对患者治疗前后认知功

能进行评估，MMSE 包含定向力、记忆力、注意力

和计算力、回忆力、语言能力 5 项内容。其中 27~30
分表示患者认知功能正常，总分 <27 分表示患者存

在认知功能障碍，总分在 21~26 分，提示患者有轻

度认知功能障碍，总分在 10~20 分，提示患者有中

度认知功能障碍，<10 分提示患者有重度认知功能障

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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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2.00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以 “％”表

示，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 “x±s”表示，采用 t
检验，以 P<0.05 时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HAMA、HAMD 评分比

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HAMD、HAMA 评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HAMD、HAMA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HAMA、HAMD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HAMA评分 HAMD评分

观察组（n=57） 治疗前 28.22±4.23 29.92±4.98

治疗后 11.43±3.20△▲ 12.76±3.66△▲

对照组（n=57） 治疗前 28.38±4.59 29.76±4.87

治疗后 15.87±3.99△ 15.91±3.22△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与治疗前比较△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NIHSS、SF-36、MMSE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NIHSS、SF-36、MMSE 评

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

者的 NIHSS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降低，SF-36、MMSE

评分较前明显升高，且观察组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NIHSS、SF-36、、MMSE评分比较（x

±s，分）

组别 时间 SF-36评分 MMSE评分 NIHSS评分

观察组（n=57）治疗前 68.21±3.65 25.76±2.11 21.33±2.87

治疗后 99.93±4.11△▲ 29.12±0.47△▲ 10.21±3.02△▲

对照组（n=57）治疗前 67.98±4.02 25.56±2.17 22.02±3.47

治疗后 88.77±3.87△ 27.45±1.02△ 13.88±2.28△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与治疗前比较△P<0.05。

3　讨论

脑卒中抑郁产生的一系列情感、心理障碍，不

仅直接影响患者生存质量，还会对神经功能康复造

成一定影响，部分甚至出院后行为消极、心理调节

失衡，影响回归社会进程，这在青年患者中往往表

现得更加突出。既往针对脑卒中抑郁的康复护理以

心理干预为主，但经验性护理往往缺乏针对性，且

受到患者配合度、心理应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虽

然卒中后抑郁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大部分学者

认为其受到心理、认知、行为等各种因素的共同影

响，有研究认为纠正抑郁症患者的错误认知，在改

善不良心理、生理行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6］。因此

认知行为疗法通过结构、短程、纠正认知进行心理

干预被认为在脑卒中抑郁，尤其是心里敏感性更高

的青年患者中具有一定的运用价值。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 HAMA

评分、HAMD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提示

基于认知 - 行为的心理护理在减轻青年脑卒中后抑

郁患者不良情绪方面效果更佳。认知 - 行为的心理

护理重点对于脑卒中患者的惶恐、担忧，缺乏相应

的认知储备进行错误认知的纠正。首先进行 ABC 思

维转换，其源于心理学家埃利斯的情绪 ABC 理论疗

法，让患者清楚自己出现抑郁情绪主要因对待诱导

事件的错误认知引起，并通过人为引导纠正不良情

绪［7］。在此之后开展森田疗法，也称 “禅疗法”、“根

治的自然疗法”等，在清楚自身心理、生理处境后引

导其接受现状，保持“顺其自然，为所当为”的应对

方法，把脑卒中后各项症状看作身体的一部分，放

弃强行抵抗与排斥，带着这些症状坚持生活、社交

以及完成治疗等［8］。

行为疗法中，腹式深呼吸锻炼以及渐进性肌肉

放松均是缓解紧张、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的重要

轻作业治疗方式；配合沙盘游戏整合无意识以及有

意识的内容，通过护士引导转换为积极的能量，使

患者逐步接受疾病带来的不幸，心理创伤逐渐治愈，

最后使得患者心理成长［9］。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

后观察组患者的 NIHS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SF-36
评分、MMSE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一方

面，认知、行为干预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患者神经功

能与认知能力的改善；另一方面作为卒中后抑郁的众

多影响因素之一，神经功能与认知能力的提升也能

促进患者抑郁症状的改善，最终获得整体生活质量

的改善。

综上所述，基于认知 - 行为的心理护理能够有

效改善青年脑卒中后抑郁患者焦虑、抑郁等不良情

绪，并有助于改善神经及认知功能，提升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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