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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心理护理干预对颅脑损伤患者认知功能、负面情绪及社会功能的影响

赵彩兰 、 许　健 、 迁荣军 、 周东阳

【摘要】目的　探究认知心理护理干预对颅脑损伤患者的认知功能、负面情绪及社会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 92 例颅脑损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

字表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 46 例患者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 46 例患者在

此基础上增加认知心理护理干预，采用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评分评价患者干预前后的社

会功能，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CST）评价患者干预前后的认知功能；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焦

虑自评量表（SAS）评分评价患者干预前后的焦虑抑郁情绪。结果　观察组患者干预后 SDSS、SDS 和

SAS 评分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干预后 WCST 中的总时间、错误思考时间低于对照组，概念化水平

百分数高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认知心理护理干预可有效降低颅脑损伤患者的负面情绪，提升

其认知功能，促进患者社会功能的恢复，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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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ognitive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cognitive function，negative emotion and social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craniocerebral injury　　ZHAO Cailan，XU Jian，QIAN Rongjun，et al. Henan Provin-
cial People's Hospital，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gnitive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cognitive func-

tion，negative emotion and social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craniocerebral injury. Methods　A total of 92 patients with 

craniocerebral injury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Dec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s study su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46 cases）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46 cases）were added with cognitive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is basis. So-

cial disability screening schedule（SDSS）score，Wisconsin card Classification Test（WCST）score，self-rating scale

（SDS）score and anxiety self-rating scale（SAS）score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

pared. Results　The scores of SDSS，SDS and SA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total time and wrong thinking time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percentage of conceptualization level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Cognitive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patients with 

craniocerebral injury，improve their cognitive function，promote the recovery of patients' social function，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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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l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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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脑损伤是一种常见的急重性外伤，是由火器、

锐器或钝器造成的头皮、硬脑膜、颅骨破损，导致

脑组织与外界相通，发生颅内血肿、脑水肿、颅内

压升高、休克等症状，导致患者出现意识障碍、精

神异常等并发症，主要表现为认知功能下降、情感

障碍和行为紊乱［1］。有研究显示，颅脑损伤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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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焦虑抑郁风险约为 60％，在康复期间患者的焦

虑抑郁情绪较比其他疾病高；颅脑损伤后患者应激障

碍综合征发生率可达 59％，负面情绪和应激障碍综

合征可直接影响颅脑损伤患者的预后［2］。认知心理

护理主要通过帮助患者提高心理推断能力和社会功

能，以缓解其负面情绪［3］。鉴于此，本文旨在观察

认知心理护理干预对颅脑创伤患者的认知功能、负

面情绪及社会功能的影响。现分享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期间收治

的 92 例颅脑损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所

有患者经 CT、MRI 检查均符合颅脑损伤诊断标准［4］；

无视觉、听觉和失语障碍；患者及家属知情并签订知

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合并严重心肺、肝肾功能障碍

者；精神疾病患者；智力缺损者；多次颅脑损伤患者；

颅脑损伤后患有感觉障碍者。以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 46 例患者，男 24 例，女 22
例，年龄在 25～48 岁之间，平均（36.50±5.22）岁，

病程 3～30d，平均（16.51±4.10）d，其中高处坠落

伤 12 例，车祸 25 例，其他 9 例；观察组 46 例患者，

男 25 例，女 21 例，年龄在 24～47 岁之间，平均

（35.51±5.20）岁，病程 5～30d，平均（17.50±4.14）
d，其中高处坠落伤 11 例，车祸 23 例，其他 12 例。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进行补液、酸碱度

和水电解质平衡的调节；进行健康宣教，同时实行

常规心理干预，给予健康指导和心理疏导，每次

20～30min，1 次 /d。观察组患者增加给予认知心理

护理干预。在院内选取主任医师级别或以上的心理

医生和护师级别以上的护理人员，均通过认知心理

护理方案的培训，培训合格后以针对性对每 1 例患者

进行心理干预，家属一同参与，心理医生和责任护

士应固定搭配。进行认知心理护理干预：（1）故事理

解：心理医生根据患者兴趣和情绪状况选取 3-5 个幽

默故事和人际交往故事，每个故事背后应具备几个

相关角色的心理状态问题，引导患者分析角色心理

活动，如认知错误，责任护士给予纠正和指导。（2）

图片理解：选取漫画图片、新闻图片和表情图片 5-10
张，利用漫画图片使患者讲出漫画所表达的故事及

主要角色的心理状态；根据新闻图片要求患者编一个

小故事，长短无限制，每个新闻故事应包含角色的

心理活动；如患者无法完成对新闻图片的讲述，可由

心理医生提问一个相关问题，要求患者回答；采用表

情图片引导患者讲出图片上的角色情绪状况。每次

完成任务和图片理解后，医护人员应及时给予反馈，

与患者和家属沟通交流。认知心理护理训练确保所

选的图片、故事的内容和问题适宜、清晰，同时围

绕心理推理能力。每天训练 1 次，持续训练 3 个月。

1.3　观察指标

（1）干预前后采用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

（SDSS）评分评价患者社会功能，其中包含婚姻职

能、父母职能、家庭职能、责任心和计划性等 10 个

项目，以 0-2 分的 3 级评分法，最高 20 分，分数越

高表示社会功能障碍越严重。

（2）干预前后采用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

（WCST）评估患者的认知功能，WCST 是由计算机

网络诊断技术和心理诊断技术于一体的测试方法，

其中包含 4 张刺激卡，128 张反应卡，共有 13 个测

量指标，本研究主要分析总时间、概念化水平百分

数和错误思考时间 3 项。

（3）干预前后采用抑郁自评表（SDS）和焦虑自

评量表（SAS）评估患者焦虑抑郁情绪。SDS 评分包

括 20 项，每项按 1-4 级评分，53-62 分为轻度抑郁，

63-72 分为中度抑郁，72 分以上为重度抑郁；SAS 评

分包括 20 项，每项按 1-4 级评分，50-59 分为轻度

焦虑，60-69 分为中度焦虑，70 分以上为重度焦虑。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SPS21.0 统计软件分析。计数资料数

据用［n（％）］表示，比较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数

据用（x±s）表示，比较用 t 检验，以 P<0.05 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SDSS 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SDS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SDSS 评分较前明

显降低，观察组的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SDS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46 13.57±2.01 5.48±1.03*

对照组 46 13.55±2.03 9.26±1.02*

t 0.0475 17.6859

P 0.9622 0.0001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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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SDS 和 SAS 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SDS 和 SAS 评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SDS 和 SAS

评分较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SDS和SA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SDS SA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46 65.44±4.28 50.76±3.22＃ 64.28±3.79 48.23±3.52＃

对照组 46 65.50±4.30 60.17±3.21＃ 64.30±3.81 55.48±3.57＃

t 0.0671 14.0369 0.0252 9.8079

P 0.9467 0.0001 0.9799 0.0001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

3　讨论

颅脑损伤是由交通事故、高处坠落、工伤事故

等造成的头皮、颅骨、脑组织损伤。认知功能障碍

和精神失常是颅脑损伤后的常见并发症，其发病原

因为颅脑损伤后，局部脑组织发生水肿、坏死、出

血和颅内压升高，使脑内生理功能发生变化，导致

大脑皮层功能和结构异常，出现精神失常和认知功

能障碍等现象［5］。颅脑损伤不仅给患者躯体带来应

激反应，心理上也会出现强烈应激反应，如焦虑、

抑郁、恐惧、绝望等负面情绪。有研究指出，颅脑

损伤患者大约 30％-60％的出现不同程度的抑郁、

焦虑情绪，部分患者也会出现社会功能和心理推断

能力缺陷［6］。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干预后 SDSS、SDS

和 SAS 评分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干预后 WCST 中

的总时间、错误思考时间低于对照组，概念化水平

百分数高于对照组（P<0.05）。提示认知心理护理可

降低颅脑损伤患者的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提升患

者的认知功能和社会功能。分析认为，认知心理护

理通过对患者进行针对性的认知取向的纠正和锻炼，

可有效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通过图片、故事对患者

进行心理推断能力的测试和逆向解析，同时与患者

交流故事图片中所涉及的角色状态，有利于患者获

得良好的心理推理能力；通过对患者进行针对性的心

理支持和行为认知干预，可消除患者心理压力，有

效保持其良好的情绪，改善精神状态，促进患者正

常记忆、生活习惯的恢复［7］；通过对患者进行心理推

断能力的训练，可激活双侧大脑的额叶、颞叶、顶

叶和伏核等皮层下脑组织的相互网络连接，可有效

改善患者认知功能；患者通过对图片、故事及包含角

色心理状态的分析，可改善患者大脑两半球的交互，

颞叶兴奋性提高，调节脑神经递质活动，进而改善

脑组织电波，加强机体应对环境的能力，提高患者

注意力、认知功能和治疗依从性。认知心理护理通

过对大脑结构和功能活动的影响，可纠正大脑皮层

高度兴奋产生的焦虑抑郁情绪，同时调节患者认知

行为的习惯性倾向，激活脑组织代谢，使大脑海马

等区域产生良性改变发挥其积极作用，进而促进患

者社会功能和认知功能的恢复［8］。颅脑损伤患者康复

期进行合理的心理干预可促进大脑腹侧被盖区生成

多巴胺，分泌到额前皮质、海马、蓝斑、杏仁核和

扣带回前部，调节患者机体运动、注意力、执行力

和情绪［9］，降低机体植物神经系统的活动度，加强迷

走神经系统的活动性，提升患者的抗应激能力［10、11］。 

综上所述，认知心理护理干预可有效降低颅脑

损伤患者的负面情绪，提升其认知功能，促进患者

2.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总时间、错误思考时间、

概念化水平百分数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总时间、错误思考时间、概

念化水平百分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

后两组患者的总时间和错误思考时间较前明显降低，

概念化水平百分数较前明显升高，且观察组患者认

知功能的改善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总时间、错误思考时间、概念化水平百分数比较（x±s）

组别 n
总时间（min） 错误思考时间（min） 概念化水平百分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46 9.35±1.44 4.73±1.11＊ 5.58±1.38 2.89±0.52＊ 45.27±5.22 66.19±6.43＊

对照组 46 9.38±1.45 6.79±1.13＊ 5.60±1.40 3.26±0.55＊ 45.30±5.24 53.72±6.40＊

t 0.0996 8.8206 0.0690 3.3154 0.0275 9.3225

P 0.9209 0.0001 0.9451 0.0013 0.9781 0.0001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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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功能的恢复，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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