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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心理疏导结合个体化睡眠干预对脑卒中后睡眠障碍患者的效果

王　玲 、 黄晓哲 、 刘雪娥 、 贺维亚 、 孙玉华

【摘要】目的　分析强化心理疏导结合个体化睡眠干预对脑卒中后睡眠障碍（Sleep Disturbance 

After Stroke，PSSD）患者的效果。方法　选取本院 2019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住院治疗的 60 例 PSSD

患者，以单盲随机抽样法分组（每组病例 30 例），对照组采纳传统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

纳强化心理疏导结合个体化睡眠干预，两组均在护理 2 周后评价护理效果，对比两组 HAMA 评分、

HAMD 评分、NIHSS 评分、PSQI 评分、护理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护理后 HAMA 评分、HAMD 评

分、NIHSS 评分、PSQI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护理满意度（93.33％）高于对照组（70.00％）

（P< 0.05）。结论　强化心理疏导结合个体化睡眠干预可有效减轻 PSSD 患者不良情绪及神经功能受

损程度，提高睡眠质量与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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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effect of strengthening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ombined with individualized sleep interven-
tion in patients with sleep disorder after stroke　　WANG Ling，HUANG Xiaozhe，LIU Xue’e，et al. Huaihe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intensiv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ombined with individualized 

sleep intervention on sleep disorder after stroke（PSSD）. Methods　60 cases of PSSD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Dec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single blind random sampling method（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raditional nursing，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ed intensiv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ombined with individualized sleep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nursing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was evaluated after 2 weeks of nursing. The HAMA score，HAMD score，PSQI score，NIHSS 

scor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HAMA score，HAMD 

score，NIHSS score and PSQI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93.33％）was higher than that（70.00％）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Strengthening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ombined with individualized sleep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degree of adverse emotions and nerve function damage in patients with PSSD，and improve sleep 

quality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Key words】Strengthen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Individualized sleep intervention；Stroke；Sleep disorder

PSSD 是脑卒中患者一种常见的并发症，近

95％的脑卒中患者合并睡眠障碍［1］。PSSD 表现为入

睡困难、觉醒频率增加、总睡眠时间过短，容易导

致镇静安眠类药物依赖，对患者生活质量及神经功

能恢复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2］。既往有学者认为：对

PSSD 患者加强心理干预，可减轻患者不良情绪，提

高睡眠质量，促进受损神经功能恢复［3］。基于此，

本研究选取本院 2019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住院治

疗的 60 例 PSSD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强化心理

疏导结合个体化睡眠干预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基金项目］河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编号：172102410064）：基于机器学习的脑卒中筛查预测模型研究。

［作者工作单位］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开封，475000）。

［第一作者简介］王玲（1973.10-），女，河南开封人，本科，副主任护师，研究方向：内科护理。

［通讯作者］王玲（Email：w. l1007@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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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本院 2019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住院治疗

的 60 例 PSSD 患者，已得到伦理委员会审批，以单

盲随机抽样法分组（每组病例数共计 30 例），观察

组：女性 12 例、男性 18 例；年龄在 48～75 岁，平均

（61.52±6.44）岁；病程在 2～12 周，平均（7.26±

2.34）周；文化程度：4 例小学（及以下）、12 例初中、

10 例高中、4 例大专（及以上）；疾病类型：19 例脑

出血、11 例脑梗死；体重在 46～90kg，平均（68.62
±3.44）kg。对照组：女性 11 例、男性 19 例；年龄在

49～74 岁，平均（61.58±6.41）岁；病程在 4～11 周，

平均（7.25±2.31）周；文化程度：3 例小学（及以下）、

14 例初中、9 例高中、4 例大专（及以上）；疾病类型：

20 例脑出血、10 例脑梗死；体重在 48-89kg，平均

（68.58±3.41）kg。两组相比 P>0.05，可比较。

纳入标准：①均符合、满足《卒中相关睡眠障

碍评估与管理中国专家共识》［4］中关于“PSSD”诊断

标准。②年龄在 18-80 周岁。③均为首次发病。④

PSQI（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7 分。⑤均知情，

已签署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合并严重营养不良、重度贫血者。

②处于哺乳及妊娠期女性。③近期存在重大手术史、

创伤史者。④合并严重骨质疏松症者。⑤存在药物

依赖史者。⑥存在安眠药使用史者。⑦重大脏器功

能障碍、衰竭者。⑧中途从此项研究退出者。

1.2　方法

对照组：护士告知患者保持情绪乐观，营造一个

舒适、安静、温湿度适宜的睡眠环境，合理调节室

内灯光，减少夜间陪护人员，避免与存在打鼾习惯、

危重患者同室。对于严重失眠的患者：可严格遵医

嘱给予安定等促睡眠药物，给药之前及早告知患者

药物可能引发的不良反应等，让患者做好心理准备，

同时告知患者不可自行通服其他改善睡眠的药物。

观察组：（1）强化心理疏导：①构建良好护患关

系：护士保持仪表端庄、个人卫生干净，主动、热

情、积极与患者沟通、交流，向患者讲述以往预后

良好的“PSSD”案例，切勿呵斥患者，提高治疗信

心与意志。②情感支持：护士及时与患者家属、亲朋

好友等取得联系，鼓励其给予患者更多的照护、关

心，让患者不必担心治疗费用，安心配合医护人员

治疗疾病。③健康教育：护士通过海报、微信、视频

等方式向患者讲解 PSSD 相关知识，包括发病机制、

临床特征、注意事项、预后等，语言以通俗易懂为

主，尽可能避免使用官方语言。（2）个体化睡眠干预：

①加强原发病治疗：护士严格遵医嘱给予营养神经、

抗血小板聚集等对症治疗，密切监测血压等生命体

征，降低颅内压。②改善睡眠环境：患者夜间病房低

等的光线调节至偏暗，远离嘈杂环境，减少陪护人

员，睡眠禁止观看刺激的影片、视频等，睡前 30min

喝一杯热牛奶，播放柔和、催眠的音乐，热水泡脚

30min 等均有助于入睡。每周一、周三、周五进行强

化心理疏导与个体化睡眠干预，每次 30～60min。

1.3　观察指标及判定标准

两组均在护理 2 周后评价护理效果。（1）HAMA

评分（汉密尔顿焦虑量表）：无焦虑 <7 分，可能存在

焦虑 7～14 分（包括 7 分、14 分），肯定焦虑 >14 分，

焦虑程度与得分呈正相关性［5］。（2）HAMD 评分（汉

密尔顿抑郁量表）：无抑郁 <8 分，可能抑郁 8-20 分，

肯定抑郁 20-35 分（包括 20 分、35 分），抑郁严重

>35 分，抑郁程度与得分呈正相关性［6］。（3）NIHSS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脑卒中评分）评分：包括包括

面瘫、视野、忽视、构音障碍、下肢运动、上肢运

动、语言、感觉、肢体共济失调、凝视、意识水平

等，总分是 42 分，神经功能受损程度、得分呈正相

关性。（4）PSQI 评分（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包括

睡眠障碍、睡眠时间、催眠药物使用、日间功能障

碍、睡眠效率、入睡时间、睡眠质量，总分为 21 分，

睡眠质量、得分呈正相关性［7］。（5）护理满意度：出

院前 1d 护士向患者发放科室自制的满意度调查问

卷，总分是 100 分，85 分以上（包括 85 分）为很满

意，70～85 分（包括 70 分）为满意，70 分以下为不

满意，总满意度 = 。

1.4　统计学方法

以 SPSS26.0 软件检验，计量资料（HAMA 评分、

HAMD 评分、NIHSS 评分、PSQI 评分）配对或独立

样本 t 检验，以“x±s”表示，计数资料（护理满意

度）χ2 检验，以“［n/（％）］”表示，P<0.05，具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HAMA 评分、HAMD 评分对比结果

护理前比较两组 HAMA 评分、HAMD 评分，

P>0.05；护理后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P<0.05，见

表 1。

2.2　NIHSS 对比结果

护理前比较两组 NIHSS 评分，P>0.05；护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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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护理满意度（93 .33 ％）高于对照组

（70.00％），P<0.05，见表 4。
表4　护理满意度对比结果［n/（％）］

组别 很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n=30） 8（26.67） 13（43.33） 9（30.00） 21（70.00）

观察组（n=30） 11（36.67） 17（56.67） 2（6.67） 28（93.33）

χ2 -- -- -- 5.455

P -- -- -- 0.020

3　讨论

PSSD 主要是由于脑卒中引发的睡眠系统调节紊

乱，女性的发病率高于男性［8］。既往有大量研究显示：

睡眠障碍是导致脑部中患者疾病复发的重要危险因

素，也是临床医师在治疗脑卒中时需要加以重视的

地方［9-10］。目前，临床认为 PSSD 的发生机制主要分

为以下几点：（1）脑卒中会对脑细胞功能造成损伤，

引起神经递质紊乱，提高氨基酸等毒性物质的兴奋

性，扰乱患者睡眠系统［11-12］。（2）人类脑的左半球是

调节睡眠的重要区域，大量研究显示：脑卒中患者左

半球组织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损伤［13］。（2）脑卒中患

者即便是存活，也普遍存在语言功能障碍、残疾等，

另外由于焦虑、悲伤、抑郁等不良情绪的影响，也

会造成入睡困难、睡眠障碍［14］。PSSD 加重了患者生

理、心理不适感，睡眠障碍长期得不到改善，会形

成一个恶性循环，加重原发病，增加临床护理难度。

大部分脑卒中患者睡眠障碍的发生与心理因素

有关，故加强心理干预对于促进 PSSD 患者机体康复

意义重大［15］。传统护理对患者精神、心理健康状况

重视度较低，具有单一、被动、局限等特点，综合干

预效果不尽人意。强化心理疏导综合了音乐、医学、

心理学等知识，提高了护理干预的针对性、个性化，

可及时纠正患者对 PSSD 的错误认知，及时改正自

身不良习惯，摆脱困扰，让患者以乐观、积极的心

态看待疾病，保持良好的心。个性化睡眠干预指导

患者睡前禁看刺激的影片、视频等，通过和热牛奶

起到安神的作用，通过热水泡脚改善全身新陈代谢、

血液循环，增强机体抵抗力、免疫力，调节神经紊乱，

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1　HAMA评分、HAMD评分对比结果（x±s，分）

组别
HAMA评分 HAMD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n=30）19.33±3.62 16.92±2.62a1 18.46±2.64 15.16±2.34a2

观察组（n=30）19.36±3.59 9.13±1.11b1 18.52±2.61 9.06±1.34b2

t 0.032 14.995 0.089 12.390

P 0.974 0.000 0.930 0.000

注：与护理前比较，a1t =2.954、a1P=0.005；a2t =5.124、
a2P=0.000；b1t =14.911、b1P=0.000；b2t =17.661、b2P=0.000。

表2　NIHSS评分对比结果（x±s）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t P

对照组（n=30） 35.31±3.42 24.62±2.86 13.133 0.000

观察组（n=30） 35.26±3.46 12.26±1.62 32.974 0.000

t 0.056 20.596 -- --

P 0.955 0.000 -- --

2.3　PSQI 评分对比结果

护理前比较两组 PSQI 评分，P>0.05；护理后观

察组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3　PSQI评分对比结果（x±s，分）

组别 时间 睡眠障碍 睡眠时间 催眠药物使用 日间功能障碍 睡眠效率 入睡时间 睡眠质量

对照组（n=30） 护理前 1.95±0.26 1.92±0.22 1.96±0.21 1.86±0.13 1.84±0.14 1.86±0.13 1.84±0.13

护理后 1.46±0.18 1.52±0.13 1.46±0.28 1.42±0.21 1.49±0.16 1.52±0.12 1.46±0.18

t 8.488 8.574 7.825 9.758 9.017 10.526 9.374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观察组（n=30） 护理前 1.96±0.25 1.93±0.21 1.94±0.19 1.89±0.14 1.86±0.13 1.89±0.12 1.86±0.12

护理后 0.95±0.13a1 0.96±0.11a2 0.92±0.12a3 0.92±0.11a4 0.91±0.14a5 0.92±0.11a6 0.91±0.11a7

t 19.632 22.411 24.861 29.840 7.236 32.637 31.964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注：与对照组比较：a1t =2.954、a1P=0.005；a2t =18.011、a2P=0.000；a3t =9.709、a3P=0.005；a4t =11.552、a4P=0.000；a5t =14.942、
a5P=0.005；a6t =20.188、a6P=0.000；a7t =14.280、a7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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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正心理、生理存在的缺陷，改善生理功能。本研

究显示：观察组护理后 HAMA 评分、HAMD 评分、

NIHSS 评分、PSQI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护理

满意度（93.33％）高于对照组（70.00％），P<0.05。

表明 PSSD 护理中给予强化心理疏导结合个体化睡眠

干预，两种护理干预方法协同作用，优势互补，可

在短期内有效提升患者睡眠质量，弥补传统护理随

意性、盲目性较大等不足。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研

究时限较短、样本容量较小，影响了结果的普遍性、

一般性，故仍旧需要临床进一步扩大样本容量、延

长研究时限，为评估强化心理疏导结合个体化睡眠

干预在 PSSD 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提供更多参考依据。

综上所述，PSSD 患者采纳强化心理疏导结合个

体化睡眠干预，可有效减轻疼痛感及神经功能受损

程度，改善睡眠质量，赢得患者认可、赞同，临床

应用、推广价值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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