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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对脑梗塞偏瘫失语患者早期康复的效果

林海丽 、 安学芳 、 吴海燕 、 王　琴

【摘要】目的　探究循证施护对脑梗塞偏瘫失语患者语言与肢体早期康复效果。方法　选择我院

98 例脑梗塞偏瘫失语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每组各 49 例。两组患者均采用相同的基础

治疗方案，按照脑梗塞偏瘫病护理常规给予两组患者相同的基础护理干预，研究组则在此基础上实

施循证护理，分别采用失语商（AQ）和 Fugl-meyer 评定量表（FMA）评估对比两组患者语言及肢体

恢复效果。结果　对照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 61.2％，研究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 87.7％，两组相

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患者实施护理干预前 AQ 值无显著差异性（P> 0.05）；实施护

理干预后，研究组患者 AG 值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患者实施护理

干预前 FMA 评分无显著差异性（P> 0.05）；实施护理干预后，研究组患者 FMA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循证施护能明显改善脑梗塞偏瘫失语患者语言及肢体恢复

效果，对改善患者生存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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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on language and early limb rehabilitation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hemiplegia aphasia　LIN Haili，AN Xuefang，WU Haiyan，et al. Haikou People’s Hos-
pital，Haikou 570208，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on early rehabilitation of cerebral infarc-

tion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aphasia. Methods 98 cases of cerebral infarction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aphasia in our 

hospital were recruited and were random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research group randomly. Both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the same basic medical treatment and were given the same basic nursing intervention ac-

cording to the routine nursing of cerebral infarction，while the research group was given evidence-based nursing on this 

basis.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language and limb recovery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y aphasia quotient

（AQ）and Fugl-Meyer rating scale（FMA）.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61.2％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87.7％ in the research group.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nursing intervention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Q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P>0.05）；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ursing intervention，the value of AG in research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theFMA values 

of the two group of patients before implementation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the 

FMA values of research group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were appare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Evidence-based nursing can obviously im-

prove the language and body rehabilitation of cerebral infarction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aphasia and it plays an impor-

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atients’ life.

【Key words】 Evidence-based nursing；Cerebral infarction；Hemiplegia；Aphasia；Early rehabilitation

脑梗塞偏瘫失语是由脑梗塞导致的并发疾病，

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水平。相关研究表明［1，2］，

对脑梗塞患者实施早期临床护理干预可有效改善患

者病情。循证护理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发展起来的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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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法，追求审慎、明确、明智的将护理工作与临

床经验、科研结论、患者意愿相结合，为临床护理

提供决策依据［3］。本文针对 68 例脑梗塞偏瘫失语患

者进行了分析研究，以探索循证护理对改善患者语

言及肢体恢复效果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随机选择我院在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期间收治的 98 例脑梗塞偏

瘫失语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符合中华医学

会所拟定的脑梗塞偏瘫失语症的临床诊断标准［4］，并

均经脑部 CT 或 MRI 检查证实。纳入标准：（1）第一

诊断为脑梗塞偏瘫失语患者；（2）年龄在 40~70 岁；

（3）生命体征平稳，无意识障碍；（4）病程在 2 周之

内；（5）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伴有脑萎

缩、老年性痴呆、蛛网膜下腔出血等疾病；（2）精神

疾病患者；（3）严重肝肾功能不全、心脏疾病；（4）

接受手术治疗患者。采用电脑随机排序法将患者分为

对照组与研究组，每组各 49 例。其中对照组男 29 例，

女 20 例，年龄 42~67 岁，平均年龄（55.7±5.3）；病

程 6~13d，平均病程（8.2±1.3）d；左侧肢体麻木 32
例，右侧肢体麻木 17 例。研究组男 30 例，女 19 例，

年龄 43～68 岁，平均年龄（57.1±5.6）；病程 5~14d，

平均病程（8.7±1.5）d；左侧肢体麻木 31 例，右侧肢

体麻木 18 例。所有患者均自愿参加本研究。两组患

者的年龄、性别、病程、病症等一般资料无显著性

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患者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基础护

理干预，包括生命体征监测、皮肤卫生护理、预防

并发症护理等。研究组患者在常规治疗与基础护理

之外，实施循证护理干预，具体措施如下［5，6］：（1）

通过搜集文献资料、咨询护理专家、结合临床护理

经验以及患者意愿，制定一套脑梗塞偏瘫失语患者

循证护理方案，包括用药护理、饮食护理、情志护

理、康复护理、心理护理等。（2）用药护理：根据患

者的病情发展，辩证给予药物治疗，适当调整药物

量，提高药物治疗的效率与效果；（3）饮食护理：为

患者制定科学合理的饮食计划，饮食以清淡、营养

食品为主，多食蔬菜少食肉类，严禁辛辣和刺激性

食物，严禁吸烟、喝酒，少食多餐，忌暴饮暴食；

（4）情志护理：协助患者制定合理的作息计划，帮

助患者养成规律作息，坚持早睡早起，坚持身体锻

炼，提高机体免疫力；（5）康复护理：根据患者病情

制定康复护理方案，帮助患者练习吞咽咀嚼、舌头

伸缩，然后指导患者进行简单的发声练习，不断重

复单音节发声，护士可利用口型示范法指导患者如

何正确发声。患者单音节发声练习合格后，即可进

行简单语句练习，可采用提问方式练习患者反应能

力，最后逐渐开始练习长句发声。帮助患者进行肢

体康复训练，从简单的关节屈曲、旋转活动开始，

逐渐帮患者练习站立，当患者可基本独立站立时，

协助患者练习走路，直到可独立行走。帮助患者练

习洗漱、穿衣、梳头等生活自理能力。早期康复护

理中应以患者承受能力为主，根据患者病情及身体

状态合理训练，切忌高强度、长时间的训练。（6）心

理护理：患者偏瘫失语后易出现恐慌、失落、沮丧等

不良情绪，甚至会出现自杀倾向，因此应加强患者

心理护理干预，主动与患者交流沟通，引导患者树

立积极的心态面对疾病，安抚患者恐惧情绪，帮助

患者建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与护理效果，其中治疗效果

按照中华医学会所制定的心脑血管疾病恢复标准［7］：

治愈：患者无功能缺损症状及病残；显效：患者功能

缺损恢复显著，病残 1~3 级；有效：患者功能缺损恢

复病前 50％~70％，病残 >3 级；无效：治疗效果无

变化或加重。治疗有效率 =（治愈 + 显效 + 有效）/ 总

病例数 ×100％。采用西方失语成套测验法（Western 

Aphasia Battery，WAB）评估患者治疗前后失语状况，

对自发性言语、复述、理解、命名等测试项总分折

算为 50 分，计算失语商（AQ），AQ>94 为失语。采

用 Fugl-meyer 评定量表评测患者治疗护理前后肢体

运动功能，总分为 100 分，低于 50 分为严重运动功

能障碍；50~84 分为明显运动功能障碍；85～95 分为

中度运动功能障碍；大于 96 分无运动功能障碍。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0.0 统计学软件处理相关数据，计数

资料以（n，％）表示，比较使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

以（x±s）的形式表示，采用 t 检验。以 P<0.05 表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临床效果比较

对照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 61.2％，研究组患

者治疗总有效率为 87.7％，两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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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n，％）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对照组 49 15（30.6） 8（16.3） 7（14.3） 19（38.8） 61.2％

研究组 49 28（57.1） 9（18.4） 6（12.2） 4（12.3） 87.7％

χ2值 6.437

P值 <0.05

2.2　患者语言恢复状况比较

两组患者实施护理干预前 AQ 值无显著差异性

（P>0.05）；实施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 AQ 值均较

护理前降低，且研究组患者 AQ 值明显低于对照组，

上述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语言恢复状况比较   （x±s）
组别 例数 护理前AQ 护理后AQ

对照组 49 95.2±1.4 81.1±4.3*

研究组 49 95.4±1.6 61.2±5.2*

t值 0.521 18.324

P值 >0.05 <0.05

 注：与护理前相比，*P<0.05

2.3　患者运动功能恢复状况比较

两组患者实施护理干预前 FMA 值无显著差异性

（P>0.05）；实施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FMA 值均

降低，且研究组患者 FMA 值明显高于对照组，上述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运动功能恢复状况比较（x±s）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49 35.2±2.2 46.2±5.1*

研究组 49 34.7±2.5 67.5±5.4*

t值 0.764 15.385

P值 >0.05 <0.05

注：与护理前相比，*P<0.05

3　讨论

脑梗塞是由于脑部血管血液粘稠度高，引发动

脉粥样硬化，导致脑部主动脉血液动力学不良或对

周围神经系统产生压迫，从而导致患者失去原始神

经反射控制能力的脑血管疾病［8］。脑梗塞可在任何

年龄段发生，其中中老年人发病率较高。该病发病

迅速，若不及时治疗，极易导致行动不便、半身不

遂、语言障碍等并发症。随着我国民众饮食结构调

整及生活习惯的改变，脑梗塞偏瘫失语患者发病率

逐年上升，不仅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学习与工作，

降低患者生存质量，甚至会威胁患者生命［9］。相关

研究已经证实［10］，对脑梗塞偏瘫失语患者实施对症

治疗之外，积极有效的护理干预有助于提升治疗效

果，对改善患者生存质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循证护理是结合临床护理经验、专家意见、患

者意愿于一体的综合性护理方案，可为患者提供针

对性、个性化护理服务［11］。循证护理概念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被提出后，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临床

护理医学重要的一部分，为广大患者提供了有效的

护理服务［12］。本文采用对 49 例脑梗塞偏瘫失语患者

进行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增加循证护理干预，并与

49 例常规护理干预的患者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

显示，采用循证护理干预的研究组患者治疗总有效

率为 87.7％，而常规护理干预的对照组治疗总有效

率为 61.2％，提示采用循证护理干预可有效提高治

疗效果。通过 WAB 法测定患者护理干预前后失语状

态，结果表明实施循证护理干预的研究组患者失语

商 AQ 值明显低于对照组，说明研究组患者失语症状

恢复效果显著。采用 Fugl-meyer 法评估患者运动功

能恢复状况，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 Fugl-meyer 值明

显大于对照组，证实研究组患者肢体运功功能恢复效

果优于对照组。循证护理干预可结合医生临床诊断、

护理专家意见、护理人员临床护理经验以及患者病情

状态对患者实施临床护理干预，相比常规的护理方

案，它避免了“护理为主”的盲目，能充分结合患者

病情发展调整护理对策，在应对并发症、处理应急

状态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对脑梗塞偏瘫失语患者实

施早期护理干预，可尽早的根据患者病情改善情况

制定康复训练方案，帮助患者练习发声、肢体运动，

对患者早期康复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早期循证护

理干预可有效提高脑梗塞偏瘫失语患者的临床治疗

效果，可有效改善患者失语状态和肢体运动功能。

综上所述，循证护理干预可结合医生诊断、专

家意见、患者病情发展制定合理有效的护理方案，

能够根据患者病情发展需要及时调整护理对策，在

患者早期康复治疗中起到重要作用。早期循证护理

干预可有效提高脑梗塞偏瘫失语患者的临床治疗效

果，有助于提高患者功能缺损恢复，对提高患者生

存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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