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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关怀护理应用于脑卒中后抑郁患者的临床观察

赵　睿 、 桑文霞 、 王笑忆 、 仵晓庆

 【摘要】目的　研究人文关怀护理对脑卒中后抑郁病人心理状态、肢体运动功能以及护理满意

度的影响。方法　选择 2014 年 4 月到 2016 年 3 月期间实施人文护理关怀的脑卒中后抑郁（PSD）病

人 54 例作为观察组，选择 2013 年 4 月～2014 年 3 月未实施人文护理关怀的 54 例 PSD 病人作为对

照组，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干预基础上进行人文关怀护理，比较两组的抑郁状态、肢体用用功能恢

复、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以及护理满意度。结果　人文关怀护理干预后：观察组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和自我感觉负担量表（SPBS）评分显著的下降，且明显低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 0.05）；观察组的运动功能评定量表（FMA）评分和 Barthe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 0.05）；观察组与对照组的对护理的满意度分别是 96.30％和 83.33％，观察组的护理满意

度明显的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人文关怀护理改善了 PSD 病人

抑郁的心理状态、肢体运动功能恢复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提高了护理满意度。

 【关键词】脑卒中后抑郁；人文关怀；功能恢复；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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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humanistic care nursing on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　 
　　ZHAO Rui，SANG Wenxia，WANG Xiaoyi，et al.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Electric Group Hospital，
Xi’an 710077，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humanistic care nursing on psychological state，limb motor func-

tion and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 Methods　Between April 2014 to March 2016，54 pa-

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 who conducted humanistic nursing care were chosen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while 

between April 2013 to March 2014，54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 who conducted usual care were chosen as 

the control group. To compare the psychological state，limb motor function and satisfaction for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humanistic care nursing intervention，HAMD scoreand SPBS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oth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nd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respectively（P<0.05）. After humanistic care nursing 

intervention，FMA score and Barthe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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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p（83.33％）（P<0.05）. Conclusion　Humane care nursing can improve the mental state，physical recovery of 

motor function and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increas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SD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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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以及现代人们生活

方式的改变，脑卒中的发生率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已经成为临床上常见的一种急性心血管疾病［1］。研

究发现，受病痛以及心理负担等因素的影响，大约

20％的脑卒中病人在发病后会出现以持续的感情低

落和兴趣大大减退等心境障碍为主要临床表现的脑

卒中后抑郁（post-stroke depression，PSD），极其严

重的影响了病人的身心健康，给家庭和社会也带来

了一定的负担［2］。因此，及时有效的心理护理干预

对脑卒中心理状态的改善以及病情的恢复具有重要

的作用，而人文关怀护理可以为病人提供一种更加

人性化、个性化的护理模式［3］。我院从 2014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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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对 PSD 实施了人文关怀护理，取得了不错的效

果，具体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4 年 4 月到 2016 年 3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PSD 病人 54 例，对其使用人文关怀护理干预，其中

男、女病人的数量为 31 例，女 32 例，年龄 41～77
岁，平均（58.24±9.13）岁，将其作为观察组；选择

2013 年 4 月～2014 年 3 月本院为实施人文护理关怀

的 54 例 PSD 病人作为对照组，其中男、女病人的数

量为 29 例，女 25 例，年龄为 42～79 岁之间，平均

（59.26±9.92）岁。年龄、性别等资料比较无显著的

差异（P>0.05），可比性良好。

纳入标准：（1）脑卒中诊断均符合 1995 年全国

第四次脑血管学术会议通过的诊断标准［4］；（2）抑郁

症诊断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修

订版》中关于脑血管病所致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5］；

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 17 分；（3）均为初

次脑卒中发病。

排除标准：（1）对伴发有严重的心、肝、肾等

器官功能障碍者；（2）有既往抑郁、失语以及精神

障碍者。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病人进行脑卒中病人的常规护理干预，

包括热情对待患者，保持并反环境的卫生、安静，

观察病人基本生命体征等。

观察组在以上基础上，增加了人文关怀护理措

施干预：（1）对护理人员进行人文关怀知识培训。

医院成立专门的脑卒中护理小组，并对小组成员进

行定期的人文关怀，培训内容分为理论知识和情景

演示。理论知识包括人文关怀素养、语言以及技巧

等；情景演示主要是虚构一名 PSD 病人，并由护理

人员分别扮演家属、责任护士，对护理过程进行演

示。（2）营造温馨的人文关怀护理环境。营造舒适温

馨的病区，在病区设立“护患园地”，由护理人员对

其进行定期更新，选择一些健康知识，医患心声以

及一些鼓励、感恩的话语；在节假日布置病房，营造

一个温馨节日环境。（3）强化心理护理干预。对护理

人员进行基本的心理护理技巧培训，加强护理人员

与病人之间的沟通，护理人员要在沟通中了解病人

的想法以及感受，积极主动的与病人进行沟通，并

经常给予鼓励。（4）丰富病人的住院生活。每周在病

区召开座谈会，参加人员包括护理人员和病患，座

谈会中可以设立一些趣味环节，使病人的心情得到

舒缓；其次，邀请一些乐观、积极或者恢复效果显著

的患者向其它患者讲述自己的经验，帮助患者重塑

良好的性格和战胜疾病的信心。两种护理均持续 50
天。护理前和护理结束时分别对所有患者进行效果

评估。

1.3　观察指标

（1） 两 组 治 疗 前 后 的 抑 郁 状 态 评 价：采 用

HAMD 量表评价抑郁程度，评分＜ 8 分表示无抑郁，

8 分≤ HAMD 评分＜ 17 分表示轻度抑郁，17 分≤

HAMD 评分＜ 24 分表示轻度抑郁；HAMD 评分≥ 24
分表示重度抑郁；采用自我感受负担量表（SPBS）测

定其自我感受负担，该量表共有 10 个条目，并按照

1-5 分进行评分，得分越高表示病人的自我感受负担

越重。

（2）两组的康复情况评价：采用 Fugl-Meyer 运

动功能评定量表对肢体运动功能恢复情况进行评价，

FMA 量表共 50 个小项目，每个项目按照 0、1、2 分

进行评价，总分 100 分，分数越高则表示其肢体运

动功能越强；利用 Barthe 指数评价其日常生活活动能

力，总分 42 分，分数越高则说明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越好。

（3）护理满意度评估：使用本院自拟的护理服

务满意度调查表，包括 20 个问题：每个问题按照 1-5
分标准评价，得分 80 分以上为满意，60-80 分为基

本满意，60 分以下为不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利用 SPSS20.0 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使用（x±
s）表示，两组的比较使用两独立样本比较的 t 检

验，计数资料的治疗两组之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设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HAMD 和 SPBS 评分

干预前，两组的 HAMD 和 SPBS 评分比较无显

著的差异（P>0.05），人文关怀护理干预后，观察组

的 HAMD 和 SPBS 评分显著的下降，且明显低于对

照组，比较差异具有显著差异（P<0.05）；见表 1。

2.2　FMA 和 Barthe 指数

干预前，两组的 FMA 评分和 Barthe 指数比较无

显著的差异（P>0.05），人文关怀护理干预后，两组

的 FMA 评分和 Barthe 指数均显著的升高，且观察组

明显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显著差异（P<0.05）；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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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干预前后的HAMD和SPB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HAMD评分 SPBS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54 24.54±3.21 19.24±1.21* 35.21±6.77 32.13±6.24*

对照组 54 24.31±3.66 23.38±4.21 35.66±7.13 36.09±5.82

t 0.347 6.945 0.336 3.410

P 0.365 0.000 0.369 0.000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

表2　两组干预前后的FMA评分和Barthe指数比较（x±s，分）

组别 n
FMA评分 Barthe指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54 57.93±8.21 79.63±9.33* 60.22±8.13 82.26±7.13*

对照组 54 58.22±9.13 68.24±12.42 61.21±9.42 76.09±8.71

t 0.174 5.388 0.585 4.028

P 0.431 0.000 0.280 0.000

2.3　满意度

观 察 组 与 对 照 组 的 对 护 理 的 满 意 度 分 别 是

96.30％和 83.33％，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明显的高

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见表 3。

表3　两组对护理的满意度情况比较(n,%)

组别 n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54 47（87.04） 5（9.26） 2（3.70） 52（96.30）

对照组 54 38（70.37） 7（12.96） 9（16.67） 45（83.33）

χ2 4.960

P 0.026

3　讨论

有研究显示，脑血管疾病所引起的心理疾病

发生率教高，这种不良的的心理状态不仅影响了病

情的恢复，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还在一定程度

上增加了病死率［6］。脑卒中后抑郁的发生与病人肢

体功能的丧失、社会或家庭地位的降低以及对疾病

认知的歪曲等因素具有密切的关系［7］。因此，对于

PSD 病人进行人文护理关怀，能够增加病人的幸福

感和自信，缓解病人紧张、焦虑的负面情绪，在促

进病人肢体功能康复、提高日常生活能力方面具有

重要的意义［8］。

本研究在对 PSD 病人开展了人文关怀护理，在

护理中着重强调了“以病人为中心的”护理思想和

模式，将人文关怀细致、认真、合理的运用到了护

理工作中的每个环节，提高了护理质量。本研究的

结果显示，实施人文关怀护理干预后，PSD 病人的

HAMD 和 SPBS 评分显著的降低，这表明人文关怀护

理降低了 PSD 病人的抑郁程度。人文关怀护理强调

尊重病人、关心病人、以病人的实际需求出发，通

过营造温暖的病区条件、加强心理护理干预以及丰

富病人的住院生活等措施，激发病人进行治疗的积

极性和自觉性，使病人感受到家属、医护人员对自

己的关系与呵护，人性化的满足了病人的心理和社

会需要［9］。本院对护理人员进行了专门的培训，使

护士在护理中更加得体，促进了良好医患关系的建

立。因此，人文关怀护理在 PSD 病人心理状态改善

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次，本研究的结

果也发现，进行人文关怀护理干预后，PSD 病人的

FMA 评分和 Barthe 指数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病人。这

表明，人文护理关怀促进了 PSD 病病人肢体功能的

恢复以及日常生活能力的提高。大量的研究已经证

实，病人的心理状态与病情的恢复具有密切的关系，

文关怀护理减少了不良心理状态的发生，使病人对

治疗的配合度更高，从而促进了肢体功能康复，提

高了日常生活能力［10］。

PSD 病人由于情绪的持续低落，加之家属可能

由于繁忙忽略了其内心感受，因此，有些病人会将

心中的不满向护理人员发泄。人文关怀护理的培训

使护士更能够全面的了解病人的需求，护士真诚的

关怀也使病人得到了幸福感和满足感，从而提高了

病人对护理的满意度。本研究的结果显示，进行人

文关怀护理组病人的满意度可以达到 96.30％，表明

人文关怀护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 PSD 病人的心理、

生理以及社会需求，有效的增加了对医院以及护理

人员的满意度。

综上所述，人文关怀护理改善了 PSD 病人的抑

郁程度、肢体运动功能恢复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提高了护理满意度，是一种值得在临床中广泛推广

的护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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