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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康复训练联合心理干预对脑梗塞偏瘫患者负性情绪及日常生活能力
和运动功能的影响

李建华 、 陈　兰 、 米　康 、 张　敏

【摘要】目的　探讨综合性康复训练结合心理干预对脑梗塞后偏瘫患者的负性情绪，日常生活活

动能力及运动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 年 12 月 ~2016 年 12 月期间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 例脑

梗塞后肢体偏瘫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9 例。对照组予以常规的药物治

疗及康复训练；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予以综合性康复训练及心理干预。分别对两组患者的治疗前、

治疗 � 周和治疗 � 周后的汉密尔抑郁量表（HAMD-1�）、Fugl-Meyer 运动功能量表评分（FMA）、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分（MBI）进行比较。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HAMD-1�、FMA 和 MBI 评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 0.0�），治疗后两组患者上述指标均较治疗前改善，且经治疗 � 周和 � 周后观察组的

HAMD-1� 评分、MBI 评分和 FMA 显著优于对照组（P< 0.0�）。结论　在常规治疗及康复训练的基础

上，实施综合性康复训练结合心理干预可以更有效改善脑梗塞后偏瘫患者的抑郁情绪，促进患者的

肢体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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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negative 
emotion，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nd motor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after cerebral infarction　　

LI Jianhua，CHEN Lan，MI Kang，et al. Suining Central Hospital in Sichuan Province，Suining 629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combined with psycho-

logical intervention on negative emotion，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nd motor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after 

cerebral infarction. Methods　78 cases of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after cerebral infarction during the period from De-

cember 2015 to December 2016 in our hospital for treatment were sel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then all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randomly，with 39 cases for each.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drug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an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s therapy. Scales of HAMD-17，FMA and 

MBI were evalua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and 3 weeks，8 weeks after intervention.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HAMD-17，FMA and MBI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P>0.05）；After intervention，the parameters mentioned above of the two groups both improved，

and after 3 and 8weeks of treatment，HAMD-17，FMA and MBI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ll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training，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can be more effective 

to improve the depression mood of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after cerebral infarction，promote the recovery of the pa-

tients' limb motor function and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Key words】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Cerebral infarction；Hemiple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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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塞在神经内科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并且

具有非常高的致残和致死率。大部分的脑梗死患者

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后遗症［1，2］。其中，偏瘫是脑梗

塞后常见的后遗症，患者的临床表现为肌张力增高

和痉挛，运动功能缺损，出现病理反射和腱反射亢

进。此类患者因生活无法自理，因而极易产生不良

的心理情绪，影响到疾病的恢复，因此对患者的生

命健康以及生活质量带来很大的影响［3，4］。如何提高

脑梗塞后偏瘫患者的肢体运动功能一直是临床医学

中研究的热点。鉴于此，本研究通过对收治的脑梗

塞后偏瘫患者实施了综合性康复训练结合心理干预，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我院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选取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12 月期间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78 例脑梗

塞后肢体偏瘫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

所有患者经头颅 CT 或者磁共振检查确诊为脑梗塞，

患者符合脑梗塞的相关诊断标准；（2）所有患者经

头颅 CT 检查排除脑出血；（3）所有患者表现单侧肢

体瘫痪；（4）能够理解沟通者。排除标准：（1）患者

意识障碍，GCS 评分低于 9 分；（2）患者近期患有其

他出血性的疾病；（3）患者及其家属不愿意参与本

研究，依从性较差；（4）患者并发较为严重的精神

疾病、痴呆。将符合以上标准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

对照组各 39 例，其中观察组患者中男性 23 例，女

性 16 例，年龄 43~75 岁，平均年龄（56.8±2.4）岁，

左侧瘫痪 18 例，右侧瘫痪 21 例；对照组患者中男性

25 例，女性 11 例，年龄 44~73 岁，平均年龄（56.4
±2.6）岁，左侧瘫痪 19 例，右侧瘫痪 20 例，两组

患者在年龄、性别、病灶侧等一般资料上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两组之间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除了给予营养神经、改善循环药物进

行常规治疗外、再实施基础常规的康复训练进行干

预。

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以开展综合性康复训练和

心理干预。具体方法如下：综合性康复训练：（1）制

定康复训练内容：对患者的生理功能以及运动功能

进行综合性的评估，再根据评估的情况制订具有针

对性的康复计划和实施康复训练，同时对每次训练

的效果进行评价。（2）运动疗法：指导患者进行主动

训练，包括坐位训练，由静态到动态平衡训练，再

到床椅转移训练等，并在责任护士或家属的帮助下

健侧翻身，独立下健侧翻身等，反复多次到单独完

成为止。根据患者的耐受能力循序渐进的增加锻炼

的强度和时间，每天训练 3~5 次，每次 30min 以上。

在患者体能接受的范围内由康复师进行康复技巧和

器械辅助训练，增强训练效果；同时，还可以采用以

Bobath 技术、运动再学习技术为主的康复训练，包

括 Bobath 握手上举过头、桥式训练、偏瘫侧下肢负

重控制训练和步行训练等（3）作业疗法：包括滚筒

作业、木钉作业以及日常活动能力训练等，每天至

少训练 1 次以上，每次 30min。  心理干预：（1）互动

式沟通：包括医患之间充分有效的沟通、高质量的指

导护理、人性化的关心互动，根据患者病情和心理

行为反应特点，进行专业的心理评估，恢复期教授

患者正确的认知行为，营造舒适的病房氛围和环境，

采取正确的交流方法，康复期加强心理辅导，养成

良好的生活方式，重塑其生活的信心。（2）针对性心

理干预：根据患者个人性格特点及忧虑的方面，对患

者个人制定个体化心理干预方法，有针对性的解决

患者忧虑问题，解开患者心理负担，增强患者的心

理支持，及时根据患者心理状态变化，调整护理措

施，促进躯体、心理、社会能力的全面康复，提高

患者生活质量。（3）赏识性心理干预：在治疗过程中

发现患者优点，对患者多加鼓励和褒奖，使之心理

得到满足，保持“愉悦”的训练心境，从而提高训练

的积极性和欲望，辅助强化训练效果。

1.�　观察指标

 分别对两组患者的治疗前、治疗 3 周和治疗 8
周后的汉密尔抑郁量表（HAMD-17）、Fugl-Meyer

运动功能量表评分（FMA）、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分

（MBI）进行比较分别对患者的抑郁情绪，肢体运动

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21.0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符合

正态分布的计量测量结果资料使用均数 ± 标准差（x
±s）表示，比较使用 t 检验或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计

数数据用百分率（n，％）表示，采用卡方（χ2）检验，

P<0.05 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 � 周和治疗 � 周后

的 HAMD-1�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HAMD-17 评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经治疗 3 周和 8 周后，两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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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 HAMD-17 评分明显低于治疗前，其中观察组

患者的 HAMD-17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的HAMD-17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治疗前 治疗3周 治疗8周

观察组 30.44±2.98 18.55±2.77 9.42±1.95

对照组 30.73±3.02 24.79±2.81 16.75±2.16

t值 0.427  9.876 15.731

P 0.671  0.000 0.000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 � 周和治疗 � 周后

的 FMA 量表评分

观察组治疗 3 周和 8 周后 FMA 显著优于对照组

和治疗前，其中以治疗 8 周后的评分最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FMA量表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治疗前 治疗3周 治疗8周

观察组 25.32±4.10 48.92±5.12 62.12±6.02

对照组 24.88±4.03 32.77±4.92 42.22±5.34

t值  0.477  14.204  15.443

P  0.634 0.000  0.000

2.�　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 � 周和治疗 � 周后

的 MBI 量表评分

观察组治疗 3 周和 8 周后 MBI 显著优于对照组

和治疗前，其中以治疗 8 周后的评分最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MBI量表评分（x±s，分）

组别 治疗前 治疗3周 治疗8周

观察组 30.17±6.31 50.11±7.30 61.55±8.92

对照组 31.02±6.44 40.30±6.67 48.86±7.00

t值  0.589  6.195 6.989

P 0.558 0.000 0.000

3　讨论

脑梗塞又被称为脑梗死，属于神经内科中最常

见的疾病之一［5］。相关的一些临床研究发现，脑梗

塞的发病与糖尿病、高血压、肥胖风心病等一些因

素有关。脑梗塞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阶段，常见临

床表现有半身不遂、猝然昏倒、语言障碍等。该疾

病的致残率较高，经过药物或手术治疗虽然可以挽

救患者的生命，但是多数患者存在肌肉萎缩及关节

挛缩等肢体运动功能障碍的问题，严重影响了患者

的日常生活能力和质量，也会使患者出现焦虑、抑

郁及恐惧的负面情绪问题［6，7］。

 研究证实，脑梗塞偏瘫患者神经功能受损后，

其中枢神经系统具有一定的可塑性，持续刺激可加

强中枢和突触间的关联，进而促使结构和功能重组，

为患者的康复治疗提供了依据。康复训练是治疗脑

梗塞偏瘫患者最基础的方法之一，其可以降低痉挛

拮抗肌肉的张力，促进肌肉协调，抑制异常的运动

模式，从而改善患者的运动功能［8］。本研究通过对

患者在常规治疗的基础常规康复训练上加以实施综

合性康复训练，结果显示，经治疗 3 周和 8 周后，

脑梗塞偏瘫患者的运动功能有了明显的提升，明显

要更优于治疗前，这可能是由于反复的进行科学训

练可以将正确的运动功能信息输入中枢系统，促进

大脑与神经元细胞功能重建，同时经过长时间的强

化训练促使运动协调性定型，促使患者的运动功能

逐渐恢复。

已有多项研究表明［9，10］，脑梗塞偏瘫患者因肢

体功能障碍而伴有情感障碍，负性情绪会直接影响

患者的功能恢复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脑梗塞偏瘫

患者伴抑郁情绪的会导致患者的死亡率增加三倍，

因而除了配合日常康复训练外，还应多关注患者的

心理因素对疾病恢复和预后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将

心理干预措施应用于患者的辅助治疗过程中，采用

面对面的互动式沟通和针对性心理干预来全面了解

患者的心理情绪，一对一纠正患者“认为自己是家

庭的累赘”，“给社会带来负担”等错误的认知，同时

辅以引导患者培养正确的认知和健康的行为，积极

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压力，以及提高自我管理的

能力，其次采用赏识性心理干预，促使患者因自身

被赏识而产生良好的情绪。有相关研究证实，当患

者处于良好情绪时，神经肌肉调节达到最佳状态，

神经抑制被解除，较大程度提高康复效果。因而赏

识性心理干预可以将患者的心理状态调至最佳水平，

使之产生愉快的情绪配合治疗。本研究的结果显示，

观察组治疗 3 周和 8 周后 MBI、HAMD-17 以及 FMA

量表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和治疗前，其中以治疗 8
周后的评分最优，这说明了心理干预可以辅助促进

康复训练的长期有效开展，其强调心身一体，促使

心理和生理功能相互促进，进而使患者能够自觉的

配合治疗，有利于患者早日康复。

综上所述，综合性康复训练结合心理干预可以

改善脑梗塞偏瘫患者的运动能力，减轻患者的残疾

程度，以及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进而值

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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