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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干预对青年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

秦元玲 1 、 熊　虹 2

【摘要】目的　研究分析心理护理干预对青年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方法　于 2019

年 05月～2020 年 05月，将本院接收的138 例青年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作为观察对象。根据随机对照原则，

予以分组探讨，其中一组名为常规组（常规护理干预），另一组名为研究组（心理护理干预）。每个

小组分别 69 例。结果　研究组护理后的治疗依从性、ADL 评分高于常规组，NIHSS 评分、SDS 评分、

SAS 评分低于常规组（P< 0.05）。结论　对青年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加强心理护理干预，可进一步提高

其治疗依从性，减轻其负性情绪，改善其神经功能，提高其生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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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young patients with ischemic stroke 
　　QIN Yuanling，XIONG Ho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450003，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young patients with ischemic stroke. Methods　From May 2019 to may 2020，138 young patients with ischemic 

stroke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one group was named as routine group（routine nurs-

ing intervention），the other group was named as research group（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69 cases in each 

group.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ADL score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routine group，and the NIHSS，SDS and SAS scores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routine group（P<  0.05）. 

Conclusion　To strengthen the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young patients with ischemic stroke can further 

improve their treatment compliance，reduce their negative emotions，improve their neurological function，and improve 

their liv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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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具有很高的发病率、伤残率，给患者身

心健康带来了的严重的危害。根据 WHO 提出的年龄

划分法，将发病年龄 18-44 岁的脑卒中患者，称之

为青年脑卒中［1］。近年来，青年缺血性脑卒中发生

率逐年呈攀升态势［2］。虽然通过规范化诊疗能够帮

助患者提高疗效，但是在疾病恢复过程中时常伴有

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这对于患者神经功能、生活

能力的恢复带来了不良的影响［3］。基于此，对青年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加强心理护理干预显得很有必要。

故而本研究特此以 138 例青年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作

为观察对象，着重探讨了心理护理干预的应用价值，

以供临床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观察对象为 138 例青年缺血性脑卒中患

者，接收时间为 2019 年 05 月～2020 年 05 月。入组

标准：参照第六届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提出的相关

诊断标准［4］，结合头颅 MRI 检查或 CT 检查证实；知

情同意，已经签署研究同意书；可正常交流沟通；发

病到入院时间 <24h。排除标准：认知障碍或精神异

常；血液疾病；肝肾功能严重不全。根据随机对照原

则，予以分组探讨，其中一组名为常规组；另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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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研究组。每个小组分别 69 例。研究组包括 37
例男性和 32 例女性，年龄 18～42 岁，均龄（36.5±

2.9）岁；常规组包括例男性和例女性，年龄 19～44
岁，均龄（36.6±3.1）岁。各组基础资料经临床统计

学检验，结果 P 值＞ 0.05，无明显差异。

1.2　方法

所有观察对象入院后均接受相同的药物治疗方

案，常规组 69例用药治疗时配合常规护理干预，主要

有用药指导、病情观察、体征监测、简单的知识宣教、

遵医嘱对患者实施治疗性操作等等。干预时间 2周。

给予研究组 69 例心理护理干预，所有操作基

于常规护理干预之上，由专业心理医师给予指导，

30min/ 次，每周 5 次。包括（1）与患者加强交流、

沟通，合理评估患者全身情况，认真了解患者社会、

心理、生理以及经济情况，使用通俗的语言答复患

者疑问，保持热情、诚恳、亲切、温和的态度，及

时反馈，向患者提供安慰、鼓励、支持，并指导家

属积极参与到患者护理活动中来，一起为患者加油。

（2）使用通俗的语言，将脑卒中发生原因、治疗措

施、临床表现、预后、有可能会发生的不良反应等

内容详细告知于患者、患者家属，与此同时，耐心

的、细心的向患者讲解治疗过程，着重说明按时复

查的必要性，正确指导患者进行血脂、血压、血糖

监测。必要时，可邀请预后恢复良好的患者现身说

法，面对面向患者分享经验，以此来增强患者治愈

信念，促使患者积极配合治疗，提高其依从性；或者

是通过专题讲座，集中向患者讲解、科普，解疑答

惑，为患者提供心理情感支持。（3）向患者提供便

于理解、随时阅读查看的书面材料，以此来指导患

者保持正确行为，每次干预半小时，总共干预 5 次，

持续 1 周。将疾病康复手册发放给患者，鼓励患者

主诉并耐心聆听，明确患者焦虑抑郁的原因以及有

可能会引起的后果，并及时给予安慰、疏导。根据

患者实际病情，协助患者脱敏治疗，以此来促使患

者进行良好的社会功能训练、康复训练，肯定患者

行为，适当给予物质奖励或精神奖励。除此之外，

引导患者回忆过往经历，针对负性情绪诱发的后果

及时进行纠正，并向患者传授情绪调节方法，使其

对自身情绪能够正确调节。干预时间 2 周。

1.3　观察指标 

（1）治疗依从性（％）= 完全依从（％）+ 不完

全依从（％）。即：患者住院期间可积极主动配合临

床治疗、护理，无抵触、拒绝行为，视为完全依从；

住院期间各项治疗、护理操作需在医护人员监督下

进行，偶有抵触情绪，耐心纾解后减轻，视为不完

全依从；患者住院期间不遵医嘱治疗、护理，抵触、

拒绝行为严重，视为不依从。（2）评估患者神经功能，

以卒中量表 NIHSS［5］为主，分值越低，表明患者神

经功能恢复越好；评估患者生活能力，以 ADL 日常

生活能力评定量表［6］为主，总分 100 分，分值越高

越好。（3）评估患者焦虑、抑郁，以 SDS 抑郁量表、

SAS 焦虑量表［7］为主，二者分值越高，表明患者焦

虑抑郁情绪越严重。

1.4　数据统计处理

汇 总 并 分 析 观 察 主 体 的 研 究 数 据 ， 并 利 用

SPSS22.0 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用均数 ± 标准

差（x±s）表达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并用 t 检验；用

例数或构成比（％）表达计数资料或等级资料并用卡

方检验。检验水准α设置为 0.05，当 P 值 <0.05 时，

说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依从性对比见表 1
表1　两组治疗依从性对比

小组 病例 完全依从 不完全依从 不依从 依从性

研究组 69 37（53.62％）29（42.03％）3（4.35％） 66（95.65％）

常规组 69 30（43.48％）25（36.23％）14（20.29％）55（79.71％）

χ2 - 19.096

P - <0.05

2.2 两组 NIHSS 评分、ADL 评分对比见表 2
表2 两组NIHSS评分、ADL评分对比

小组 病例
NIHSS ADL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研究组 69 11.5±4.1 7.7±0.8 33.2±6.9 50.3±2.2

常规组 69 11.3±4.5 9.6±0.7 33.8±7.5 45.4±3.9

t - 0.069 5.324 0.077 5.587

P - >0.05 <0.05 >0.05 <0.05

2.3　两组 SDS 评分、SAS 评分对比见表 3
表3　两组SDS评分、SAS评分对比

小组 病例
SDS SA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研究组 69 62.3±6.9 42.3±3.8 62.2±7.7 41.9±5.3

常规组 69 62.6±6.5 46.8±3.9 62.1±7.9 45.2±9.2

t - 0.235 9.287 0.922 9.108

P -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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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脑卒中的发生是脑组织血循环障碍所致，导致

患者脑功能障碍［8］。近两年来，随着生活、工作压

力的剧增以及各类疾病发生率不断升高，使得脑卒

中发病趋势也越来越低龄化［9］。脑卒中发生后，由

于患者对该病不甚了解，极易加重其负性情绪，具

体表现为焦虑、抑郁，拒绝交流、失眠寡言等，严

重影响着患者治疗依从性和预后［10］。基于此，临床

积极有效治疗青年脑卒中患者的同时还应当加强心

理干预，以便改善其预后［11］。常规护理干预只能满

足患者基本医疗需求，未重视患者身心感受，故而

对患者预后的改善效果不甚明显［12］。本研究中，我

们加强了心理护理干预，旨在临床实际护理过程中

应用心理学知识，通过各种途径、方法，有效干预

患者身心状态，评价患者心态变化，以便于针对性

疏导，贯彻落实心理治疗、护理，进而帮助患者调

节心理防卫机制，最终使其心理、生理、社会、环

境等各方面始终处于高度舒适状态［13］。

本研究发现，研究组治疗依从性为 95.65％，显

著高于常规组 79.71％。表明心理护理干预备受患者

青睐、认可，有助于患者正确了解脑卒中，纠正错

误认知，进而提高其治疗积极性［14］。护理干预后，

研究组 ADL 评分高于常规组，NIHSS 评分、SDS 评

分、SAS 评分低于常规组（P<0.05）。表明心理护理

干预有助于患者更好的面对临床康复治疗，充分发

挥了患者主观能动性，提高了临床疗效，加快了患

者恢复进程［15］。需提及的是，本研究纳入样本量偏

少，对于患者远期预后的影响缺乏数据支持，需未

来研究进一步纳入更多的样本量，证实心理护理干

预的远期疗效。

综上所述，心理护理干预对青年缺血性脑卒中

患者获益更大，不仅可以提高其治疗依从性，减轻

其焦虑抑郁情绪，而且还可以改善其神经功能、生

活能力，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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