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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护理联合心理护理对颅脑外伤患者不良情绪和生活质量的疗效

徐　恒 、 温卉蕾 、 王兰兰 、 王南南

【摘要】目的　探讨常规护理联合心理护理措施在降低颅脑外伤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和改善生

活质量中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100 例在我院治疗的颅脑外伤患者，随机分为常规组和联合组两

组，每组各 50 例，常规组采用常规护理，联合组采用常规护理联合心理护理，记录并比较两组患者

干预前后的焦虑、抑郁程度，生活质量及护理满意度。 结果　两组患者干预前焦虑抑郁情绪和生活

质量，组间无明显差异（P> 0.05）；干预后的两组患者焦虑、抑郁程度及生活质量较干预前均有明显

改善（P< 0.05），且联合组患者的焦虑、抑郁程度更轻，生活质量更好（P< 0.01），护理满意度更高

（P< 0.05）。 结论　常规护理联合心理护理干预能明显改善颅脑外伤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提高患

者的护理满意度和生活质量，建立和谐护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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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nventional nursing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negative mood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craniocerebral trauma　　XU Heng，WEN Huilei，WANG Lanlan，et al. Department of Emer-
genc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Shenyang 110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conventional nursing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negative mood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craniocerebral trauma. Methods　10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cranio-

cerebral trauma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for this research and then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normal group 

and the combination group，5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normal group accepted routine nursing care while the combina-

tion group accepted the conventional nursing jointed with psychological nursing care measures. The level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anxiety，depression and quality of lif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P>0.05）；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the level of anxiety，depression and life 

quality in both groups wer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nursing care（P<0.05），and the degree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of the combination group were serious，while the quality of life were better（P<0.01），

also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combination group was higher（P<0.05）. Conclusion　Conventional nursing com-

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craniocerebral trauma patient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improve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and establish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nurses and patients.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care；Craniocerebral trauma；Anxiety；Depression；Nursing satisfaction

颅脑外伤是一种由外界暴力直接或间接作用于

头部所造成的损伤，是神经外科的常见病，具有发

病率高、致死率高、致残率高的特点［1］。而近年来

随着随着交通工具的普及及建筑产业的发展，颅脑

外伤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且颅脑外伤的

病程迁延，易出现后遗症，因此患者易出现抑郁焦

虑等不良心理状态，影响预后。 有资料表明心理护

理干预对缓解颅脑外伤患者的不良情绪具有重要作

用［3］。本文对 50 例颅脑外伤患者进行常规护理联合

心理护理干预，取得满意效果，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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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经本院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选取本院 2014
年 1 月 ~2015 年 1 月收治 100 例颅脑外伤患者作为

研究对象，按随机数表法分为常规组和联合组两组，

其中常规组 50 例，男 34 例、女 16 例，平均年龄

（37.9±4.1）岁，致病原因：17 例跌打致病，19 例高

空坠落、14 例车祸，出血部位：15 例为蛛网膜下腔

出血、25 例颅内血肿、10 例脑挫裂伤，治疗方式：

40 例手术治疗、10 例非手术治疗，均采用常规护理；

联合组 50 例，，男 36 例、女 14 例，平均年龄（38.3
±3.6）岁，致病原因：15 例跌打致病，23 例高空坠

落、12 例车祸，出血部位：13 例为蛛网膜下腔出血、

23 例颅内血肿、14 例脑挫裂伤，治疗方式：39 例手

术治疗、11 例非手术治疗，均采用常规护理联合心

理护理，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标准

 ①全部患者均经临床诊断为颅脑外伤，CT 或

MRI 影像学征象符合颅脑外伤特征，且均经 Glasgow

昏迷评分表评判为轻度意识障碍（12~14 分）；②所有

患者生命体征较平稳，无意识障碍，临床资料完整；

③认知功能和语言功能完整；④排除精神障碍患者；

⑤ 所有患者及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同意参加本

次研究。

1.3　护理方法

常规组患者均接受常规护理措施，包括办理入

院流程，介绍科室环境设备及其主治医生，常规监

测生命体征等。联合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联合心理

护理干预，具体如下 ①加强健康知识宣教：由于患

者及其家属对颅脑外伤缺乏了解，加强健康宣教可

增进患者及其家属对疾病的认识，减少不良情绪的

产生，树立治疗的信心，提高治疗的依从性；②建

立和谐护患关系，护理人员应主动帮助患者适应医

院的新环境，对患者的疑问进行及时解答，不与患

者进行争执，必要时联合患者家属对患者进行解释，

缓解患者的焦虑情绪，促进护患之间了解，建立和

谐关系；③心理支持治疗，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护

理人员应设身处地的理解患者的痛苦与担忧，用积

极的言语鼓励患者，及时关注患者的情绪变化，认

真倾听患者的真实想法，及时耐心处理患者的不良

情绪，缓解患者焦躁易怒及悲观的情绪，对不良情

绪严重的患者必要时可以请专业精神或心理医师进

行专业治疗；二是护理人员应积极调动患者家属的积

极性，增强家属对病情的了解，鼓励家属及其同事

朋友定期对患者进行探视，协助患者积极进行治疗，

帮助患者早日恢复健康，尽早回归正常生活及工作；

三是鼓励同病房病人互相进行交流，可定期举办病

房讨论会，给患者列举康复病人事例，邀请康复或

病情好转患者参加病房讨论会，增强患者治疗的信

心，缓解抑郁等不良情绪；④协助患者进行康复锻

炼，护理人员应指导并协助患者早期在床上进行可

耐受的康复训练，同时指导患者进行腹式深呼吸及

按摩等放松训练，缓解紧张情绪；⑤严格做好基础护

理，细化生活措施，护理人员对无法自理的患者应

在家属的协助下协助患者翻身、进食等。

1.4　评价指标

①抑郁严重程度：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进

行评定，当 SDS 得分≥ 53 分时表示存在抑郁，分

值越低抑郁严重程度越轻；②焦虑严重程度：采用

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定，以 50 分为界值，分值

越低焦虑症状越轻；③生活质量：采用健康调查简表

（SF-36）进行评定，得分越高表明生活质量越好；

④护理满意度：以患者的主观感受为主，包括非常满

意、满意、基本满意和不满意四级，总满意度 =（非

常满意人数＋满意人数）/ 总人数 ×100％。

1.5　统计学方法

研究数据应用软件 SPSS22.0 展开整理与分析，

对计量资料以平均值 ± 标准差（x±s）的形式描述，

进行 t 检验；对计数资料以百分率（n，％）的形式描

述，进行 χ2 检验；若 P<0.05 表示差异存在统计学

上的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焦虑和抑郁程度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 SAS 和 SDS 评分，组间对比无

明显差异（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SAS 评分和

SDS 较干预前均明显降低（P<0.01），且联合组的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明显低于常规组（P<0.01），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SAS评分和SD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干预前 干预后

SAS SDS SAS SDS

联合组 50 53.50±4.11 53.42±6.81 20.85±3.64* 22.63±4.17*

常规组 50 52.94±3.13 52.39±4.93 25.89±4.21* 26.35±5.34*

t 0.766 0.866 -6.404 3.882

P 0.445 0.388 0.000 0.000

注：与同组干预前比较，*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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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颅脑外伤多以撞伤、跌坠伤及击伤较为常见，

主要临床表现为意识障碍、局部运动功能或感觉障

碍、遗忘症、思维异常等［4，5］。 颅脑外伤多大多是战

争、交通事故或灾难等突发性事件导致，患者通常

会出现应激性心理反应，外伤后患者的心理问题也

成为颅脑外伤的常见并发症，同时由于外伤后患者

的自理能力急剧下降，躯体疼痛等导致患者恢复意

识后无法接受自己的病情［6］。此外预后不确定、经

济压力增大、治疗环境陌生等原因，导致患者易出

现焦虑抑郁情绪，而男性患者由于其特有的社会功

能，往往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其承担的心理压

力远大于女性患者，出现不良情绪的可能性更大［7-8］。

颅脑外伤的病情一般较严重且变化较快，康复过程

也极为漫长，如部分患者的外伤性神经症可能持续

数年［9］，因此若不及时进行心理疏导，患者的不良

情绪会进一步加重。而有资料表明，长期焦虑会对

患者的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导致患者治疗依从

性降低，降低生活质量，而长期严重抑郁的患者极

易出现自杀等消极观念和行为［10-11］。

本文通过对颅脑外伤患者进行心理护理干预，

即在对患者进行有效的心理评估及心理诊断，确定

患者的基本心理状态及严重程度后，护理人员运用

所学的心理知识与技能，积极关注并影响患者的心

理状态，是一种针对不同患者心理状态的个性化护

理方法。在整个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主动耐心的交

流行为对患者进行心理护理，同时发挥患者家属及

其朋友同事的护理患者的主观能动性，给予患者坚

定的支持和鼓励，对颅脑外伤患者抑郁、焦虑、恐

惧的不良情绪进行及时干预，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

提高其生活质量，改善预后。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未进行护理干预前，两

组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情绪，组间无

明显差异（P>0.05），进行护理干预后，接受心理护

理干预的颅脑外伤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较单纯接

受基础护理的患者明显改善，其生活质量评分得到

明显提高，护理满意度也显著升高（P<0.05）。而

Kreutzer JS 等［12］研究也表明，通过对 31 例颅脑外伤

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患者的焦虑症状明显改善，治

疗依从性相对提高，住院时间减少，护理满意度也

得到明显提高。表明早期有效的心理护理干预可消

除患者恐惧、孤独、不安等不良情绪，增强患者的

自我承受能力与心理调节能力，同时护理人员积极

真诚的关怀与鼓励有利于营造和谐的护患关系，且

增强了患者的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从而有效改善

2.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联合组患者的总护理满意度为 90％，明显高于常

规组的 72％，差异存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生活质量对比

干预前，两组患者 SF-36 评分，组间对比无明

显差异（P>0.05）；两组患者干预后的生活质量评分

均高于干预前（P<0.05），而联合组的生活质量评分

显著高于常规组（P<0.01），见表 3。

表2　两组患者干预后的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n
不满意 
（例）

基本 
满意（例）

满意 
（例）

非常 
满意（例）

总满意 
度（％）

联合组 50 2 3 20 25 90％

常规组 50 8 6 16 20 72％

χ2 4.000 1.099 0.694 1.010 5.263

P 0.046 0.295 0.405 0.315 0.022

表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生活质量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角色生理 角色受限 躯体功能 社会性功能 机体疼痛 活力和精力 心理健康 综合健康状况

联合组 50 干预前 7.52±1.29 7.21±1.37 11.38±1.46 8.41±2.05 10.33±2.49 9.36±2.08 7.26±1.28 11.03±1.16

干预后 17.44±2.03# 19.18±4.96# 21.09±2.177 12.48±2.27# 21.52±4.51# 19.03±6.46# 18.58±3.82# 20.16±2.13#

t -29.164 16.449 -26.252 -9.409 -15.359 -10.075 -19.868 -26.618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常规组 50 干预前 7.92±0.84* 6.97±1.43* 10.27±1.76* 8.23±2.66* 10.68±3.25* 8.89±1.41* 6.90±1.15* 10.16±1.09*

干预后 8.94±1.58 7.62±1.68 13.85±2.43 9.83±2.41 12.36±4.63 11.29±0.48 9.12±2.37 14.23±2.35

t 4.031 -2.083 8.437 3.152 2.100 11.394 5.959 11.110

P 0.000 0.040 0.000 0.002 0.038 0.000 0.000 0.000

注：与常规组干预后比较，#P<0.01；与联合组干预前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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