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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疗法联合心理治疗对脑卒中伴睡眠障碍患者睡眠质量的影响

倪小红 、 吕衍文 、 蔡炜琼 、 徐娟娟 、 王　荣 、 詹浩东

【摘要】目的　探讨运动疗法联合心理治疗对脑卒中伴睡眠障碍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和睡眠

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9 年 4 月～2020 年 4 月我院收治的脑卒中伴睡眠障碍患者 82 例为研究

对象，应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1 例。对照组采用运动疗法进行康复治

疗，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心理治疗。观察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Barthel 指数评定量表、匹

茨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评分以及睡眠状况自评量表（SRSS）评分。结果　（1）治疗后，两组

患者的 Barthel 指数评分较前明显升高，且研究组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2）治疗后，两组

患者的 PSQI 评分与 SRSS 评分较前明显降低，且研究组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运

动疗法联合心理治疗对脑卒中伴睡眠障碍患者效果显著，能有效改善患者睡眠质量，提高其日常生

活活动能力，有利于患者早日康复，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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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exercise therapy combined with psychotherapy on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stroke and sleep 
disorder　　NI Xiaohong，LV Yanwen，CAI Weiqiong，et al. Huanggang Central Hospital，Huanggang 438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exercise therapy combined with psychotherapy on daily activ-

ity and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stroke and sleep disorder. Methods　A total of 82 patients with stroke and sleep 

disorder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19 to April 2020 were selected as study subjec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with 41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exercise therapy，and the study group was combined with psychotherapy on the basis of control group. Bar-

thel index rating scale，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score and the sleep status self-rating scale（SRSS）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Results　（1）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the 

Barthel index score in the two groups was higher after treatment（P<0.05），and the score in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2）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the PSQI score and SRSS score in the 

two groups was lower after treatment（P<0.05），and the score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Conclusion　Exercise therapy combined with psychotherapy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patients with 

stroke and sleep disorder，improve their sleep quality and ability of daily activities，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recovery 

of patients，and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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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患者中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就是睡眠障碍，

但是很容易被忽略。当出现脑卒中时，脑部病变就

在一定程度上使额叶底部、眶部皮质及脑干网状结

构等结构受到影响，从而导致患者出现睡眠障碍［1］。

睡眠不足不仅给患者身心健康造成影响，甚至影响

患者病情恢复，降低其预后效果。以往临床上对患

者采用安眠、镇静药物进行治疗，虽然具有一定治

疗效果，但是长期服用会使患者产生依赖性［2］。为

了解决脑卒中患者的睡眠障碍问题，提高患者生活

质量及睡眠质量，本文观察分析运动疗法联合心理

治疗对脑卒中伴睡眠障碍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和睡眠质量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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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4 月～2020 年 4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脑卒中伴睡眠障碍患者 82 例为主要研究对象。纳入

标准：患者均符合全国第四届脑管病学术会议中脑

卒中诊断标准；患者均为首发脑卒中；患者均知情同

意。排除标准：存在精神障碍者；合并存在其他重大

疾病者；患病前存在睡眠障碍者。本研究经过医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通过。应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

两组，每组各 41 例。研究组男 21 例，女 20 例，年

龄 42～67 岁，平均年龄（54.3±5.7）岁。对照组男

22 例，女 19 例，年龄 41～68 岁，平均年龄（54.4
±5.6）岁。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应用运动疗法，具体表现为以下

几个方面：（1）患者肢体被动运动治疗。护理人员

对其进行关节活动等肢体被动运动。2 次 /d，40min/

次，连续运动 4 周。（2）有氧运动治疗。有氧运动包

括慢走、太极拳等，1 次 /d，同时对其进行步行训

练，其中步行训练 20min/ 次。（3）医疗体操及锻炼

治疗。若患者由于病情不能远离病房时，可以在治

疗大厅内进行运动平板训练，以患者产生疲劳为度，

30min/ 次，2 次 /d。

研究组：患者应用运动疗法联合心理治疗，运动

疗法同对照组，心理治疗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1）

密切关注患者表情及情绪变化。积极与患者沟通交

流，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主动让患者对护理人员

倾诉内心感受，同时多鼓励患者。（2）患者由于初

入医院，面对陌生环境，以及疾病的担忧，容易影

响睡眠质量，对其进行健康宣教，如发放健康手册，

加强患者对疾病的了解，有针对性对其制定心理康

复治疗，降低心理负担。上述患者均保证其睡眠环

境同步，避免出现睡眠倒错。

1.3　观察指标

（1）采用 Barthel 指数评定量表评估患者治疗前

后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该量表内容包括控制大小

便、修饰及上厕所等 10 项内容，分数越高表示患者

自理能力越好［3］。（2）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

表（PSQI）和睡眠状况自评量表（SRSS）评估患者治

疗前后睡眠质量：PSQI 评分内包其内包含睡眠时间、

睡眠效率、催眠药物、入睡时间等 7 项内容，每项

采用 0～3 分 4 级评分法，总分 21 分，分数越高提示

患者睡眠睡眠质量越差。SRSS 评分包括 10 项内容，

每项采用 1～5 分 5 级评分法，总分 21 分，分数越高

提示患者睡眠睡眠质量越差［4］ 。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应用 SPSS18.0 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组

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以（x±s）表示。计数资料比较

采用 χ2 检验。P<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Barthel 指数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Barthel 指数评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Barthel

指数评分较前明显升高，且研究组评分明显高于对

照组（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Barthel指数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41 49.37±1.37 60.10±1.38

研究组 41 49.18±1.44 64.62±1.46*

T / 1.072 22.197

P / >0.05 ＜0.05

注：与干预前相比，*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PSQI 评分与 SRSS 评分

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PSQI 评分和 SRSS 评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PSQI 评分与 SRSS 评分较前明显降低，且研究组评

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PSQI评分与SRSS评分比较（x±s，分）

项目
PSQI评分

T P
SRSS评分

T P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17.2±2.1 12.1±2.3 10.237＜0.05 39.1±4.2 25.8±3.3 11.179＜0.05

研究组 17.3±2.4 7.1±2.5 11.587＜0.05 38.9±5.2 16.2±3.8 12.434＜0.05

T 1.347 15.153 1.942 15.223

P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脑卒中是由于脑部血管突然出现破裂或者是血

管阻塞引起的一种脑组织损伤疾病，是造成全球人

口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全球每年大约六百万人

死亡，其中大部分患者都会留下永久性残疾，严重

降低生活质量［5］。临床发现脑卒中患者常常会出现

睡眠障碍，而睡眠障碍作为脑卒中后一种高级功能

障碍的表现，发病机制尚未明确，临床有研究显示，

当入睡时间延长、觉醒次数变多等可能会导致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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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发脑血管疾病［6］。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脑卒中

后出现睡眠障碍的发病机制可能与以下几方面因素

存在联系：（1）病变累及被盖部中缝核减少了非快

速眼动睡眠。（2）脑卒中后常常会存在神经衰弱及焦

虑症等其他精神疾病，严重降低了患者睡眠质量［7］。

而且脑卒中后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出现损伤可能会直

接致使患者出现失眠。（3）患者服用大量的多巴胺与

乙酰胆碱类药物导致非快速眼动睡眠减少［8］。

日常生活中睡眠障碍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尤其

是脑卒中患者其睡眠障碍发病率高于正常人群。有

研究显示，95％的脑卒中患者会出现睡眠障碍［9］。

脑卒中患者出现睡眠障碍不仅可以增加患者的不适

程度，还会影响患者恢复，提高了脑卒中的复发率。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运动疗法在治疗脑卒中伴睡眠

障碍患者具有较为明显的治疗效果［10］。同时也有研

究显示对患者进行运动疗法治疗能够帮助其身心放

松，让患者尽快进入睡眠［11］。而且通过长期的运动

能够让患者对自身状态有更加准确的评价。当患者

在进行户外运动锻炼时，通过自然环境产生的良性

刺激以及与不同人群进行交流让患者减少对疾病的

关注，而且身体轻度疲乏可以有效帮助患者入睡。

同时患者还可以通过有规律的运动锻炼对作息时间

进行调整，有利于提高患者的睡眠时间和睡眠质量。

联合心理治疗可以提高患者对相关疾病的了解程度，

并根据患者发病后的病情发展提供一个较为舒适的

环境，有利于帮助患者提高战胜疾病的信心，缓解

患者的不良情绪，克服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让

患者用积极的态度面对疾病，从而达到辅助治疗的

目的。Barthel 指数评定量表与其他评估量表不同，

该量表的主要特点是评估与治疗具有一致性［12］。本

研究的结果显示，研究组 Barthel 指数评分明显高于

对照组（P<0.05）。提示运动疗法联合心理治疗可以

显著改善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本研究的结果还

显示，研究组 PSQI 评分与 SRSS 评分均明显低于对

照组（P<0.05）。提示运动疗法联合心理治疗可以显

著改善患者睡眠质量。

综上所述，运动疗法联合心理治疗治疗脑卒中

伴睡眠障碍患者的效果显著，可以提高患者穿衣、

控制大小便以及梳头等独立自主能力，显著提高日

常生活活动能力，缓解其心理负担，在一定程度上

改善患者睡眠质量，有利于患者早日康复，值得临

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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