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３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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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园地 

康复护理临床路径对脑卒中后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
分析
裴玲玲
【 摘要】

目的

观察康复护理临床路径对脑卒中后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ꎮ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本院收治的 ８６ 例脑卒中患者作为研究对象ꎬ按照不同护理干预方法分为实验组和对照
组两组ꎬ每组各 ４３ 例ꎮ 实验组应用康复护理临床路径方法ꎬ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方法ꎮ 采用统计学分析
两组脑卒中老年患者的误吸率、并发症发生率( 足下垂、足内翻、肩关节半脱位、关节挛缩以及尿路感染
等) 以及治疗前后认知功能评分和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ꎮ 结果

两组脑卒中老年患者治疗前认知功能

评分和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ꎻ实验组脑卒中老年患者治疗后认知功
能评分高于对照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低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ꎻ实验组脑卒中老年

患者的误吸率以及肺部感染ꎬ肺水肿ꎬ胸－心综合征ꎬ肺栓塞ꎬ尿路感染等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结论

康复护理临床路径应用在老年脑卒中患者的效果显著ꎬ能够改善患

者的认知功能ꎮ
【 关键词】

康复护理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７４

临床路径ꎻ

护理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脑卒中患者ꎻ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９.１８.０５０

脑卒中好发于老年人群ꎬ由于脑卒中疾病会给患者带来
巨大的机体痛苦ꎬ所以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

认知功能

[１]

ꎮ 误吸主要

是在吞咽过程中有液体或者固体进入到声门以下ꎬ据资料显
示脑卒中老年患者中有超过 ３０％ 的患者出现吞咽困难继而
导致误吸 [２] ꎮ 脑卒中老年患者发生误吸后会引起吸入性肺

炎ꎬ严重者突然窒息导致脑卒中老年患者死亡ꎮ 此时ꎬ对脑卒
中老年患者加强误吸护理显得尤为重要ꎮ 本次研究通过对脑
卒中患者进行康复护理临床路径护理干预ꎬ分析该护理模式
对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ꎮ 现报道如下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选取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本院收治
的 ８６ 例脑卒中患者作为研究对象ꎬ按照不同护理干预方法分
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ꎬ每组各 ４３ 例ꎮ 实验组应用康复护理
临床路径方法ꎬ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方法ꎮ 实验组中男 ３０
例、女 １３ 例ꎻ年龄 ６２ ~ ８８ 岁ꎬ平均( ７５.２２± ４.１１) 岁ꎻ病程 ３ ~ ８
个月ꎬ平均(４.２±２.１) 个月ꎻ脑卒中类型:２０ 例脑出血、２３ 例脑
梗死ꎮ 对照组中男 ３１ 例、女 １２ 例ꎻ年龄 ６３ ~ ８７ 岁ꎬ平均( ７５.
２８±４.０６) 岁ꎻ病程 ３ ~ ９ 个月ꎬ平均( ４.４± １.１) 个月ꎻ脑卒中类
型:２１ 例脑出血、２２ 例脑梗死ꎮ 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
以及疾病类型等一般资料比较ꎬ无明显差异( Ｐ> ０.０５) ꎬ具有
可比性ꎮ 纳入标准:( １) 均经过 ＣＴ / ＭＲＩ 确诊为脑卒中患者ꎻ
(２) 生命体征平稳者ꎻ(３) 均在知情下参与本次研究ꎮ 排除标
准:(１) 合并精神障碍者ꎻ(２) 合并恶性肿瘤者ꎮ
２.方法:两组患者均接受常规脑卒中药物治疗ꎬ在此基础
上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方法ꎬ具体内容如下:脑卒中老年患者
入院之后由护理工作人员完成基础病情护理ꎬ再交给主治医
生ꎬ再由护理人员分级护理、运动锻炼指导、饮食护理、加强病
情观察和健康教育ꎬ再由主治医生调整治疗方案ꎬ护理人员完
成医嘱ꎮ 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应用康复护理临床路径方
作者单位:４５４１５０ 河南焦作ꎬ焦作市中医院康复科

法ꎬ具体内容如下:( １) 创建护理小组:组内成员主要包含科
室内主任、护士长以及责任护士ꎬ通过临床经验总结以及相关
文献查阅的方式为患者进行康复护理路径表的制作ꎬ确保护
理流程科学、严谨ꎬ在每日结束后对护理工作的完成情况进行
总结ꎬ分析护理操作中所存在的问题ꎬ并进行及时纠正ꎮ 并在
小组基础上增加院前康复护理小组ꎬ小组成员为接受过专业
培训的脑卒中康复护理、了解脑卒中送诊流程的医护人员以
及熟悉本市各个区域至医院的最短路线的驾驶员组成ꎬ对于
组内成员应当定期进行相关知识考核ꎬ对于存在知识掌握漏
洞的人员应当进行培训ꎬ直至其达标后方可回归ꎮ 小组成员

负责在院前对疑似脑卒中患者开展标准化康复护理干预 [４] ꎮ
(２) 心理护理:由于患者常常伴随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ꎬ针对
这一问题ꎬ护理人员在护理过程中需要合理利用社会学、心理
学相关知识ꎬ从而为患者调节自身的心理状况ꎬ避免过大压力
以及激动情绪的出现ꎬ并且要耐心倾听患者的诉求ꎬ减小患者
的心理压力ꎮ (３) 环境护理:护理人员需要为患者提供一个
舒适的病房环境ꎬ做好病房的清洁工作ꎬ保持病房内合适的温
度和湿度ꎬ从而提高患者的舒适感ꎻ还可以摆放一些盆栽ꎬ改
善病房环境ꎻ观察组患者接受常规治疗＋运动康复功能锻炼ꎮ
上肢控制训练包括下面几个内容:Ｂｏｂａｔｈ 握手上台、耸肩、摆
钟运动以及双手抱头、左右摆动等ꎮ 躯干控制训练则涵盖:坐
位转移、翻身或者坐位上肢置于桌面躯干前驱后伸、接物等ꎮ
下肢控制训练则包括:桥式运动、双手抱漆、屈髋屈膝摆动双
膝以及坐站转移等 [４] ꎮ
３.观察指标:(１)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认知功能评分和神
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ꎮ 认知功能评分:根据生活自理能力评
估表评定ꎬ内含 １０ 项内容ꎬ总分 １００ 分ꎬ分数越高表示患者认
知功能能力越高ꎮ 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根据中国脑卒中
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量表评定ꎬ内含八大项ꎬ总分 ４５
分ꎬ分数越高表示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越严重ꎮ ( ２) 对两
组患者肢体运动功能以及日常生活行为能力进行评估ꎮ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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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体 ＦＭＡ 评分对患者肢体运动功能进行评估ꎬ患者所得分值
越高表示运动功能恢复越好ꎮ 本次研究所使用的量表均由本
院根据以往量表总结自行修改拟定ꎮ
４.统计学处理: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ꎬ计数资料以[ ｎ( ％) ] 表示ꎬ两组间的构成比进行 χ２ 检验ꎬ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ｘ
±ｓ) 表示ꎬ进行 ｔ 检验ꎬＰ< ０.０５ 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表１
组别

 ２３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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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果
１.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认知功能评分和神经功能缺损程度
评分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生活能力评分和神经功能缺损程
度评分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ꎻ实验组患者治疗
后生活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低于对
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１ꎮ

两组患者治疗认知功能评分和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比较( ｘ
±ｓꎬ分)

认知功能评分
干预前

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运动功能能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实验组( ｎ ＝ ４３)
对照组( ｎ ＝ ４３)

４４.２５±８.８８

７１.９９±１１.０２

１６.３３±４.８８

２.０２±１.８７

１２.４±４.６

２６.２±７.４

Ｐ值

０.８８７
０.０６４

１３.０９２

０.８７２

１６.９９２

１２.４７７

１５.２７７

ｔ值

４４.３０±８.８１

６０.６３±１２.８４

１６.３５±４.８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９１

２.两组患者的误吸率、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实验组误吸 ２

例ꎬ误吸率 ４. ６５％ꎻ肺部感染 １ 例、肺水肿 １ 例、 尿路感染 １

例ꎬ并发症发生率 ６.９８％ꎮ 对照组误吸 ９ 例ꎬ误吸率 ２０.９３％ꎻ
肺部感染 ３ 例、肺水肿 ３ 例、尿路感染 ３ 例、胸 －心综合征 １
例、肺栓塞 １ 例ꎬ并发症发生率 ２５.５８％ꎮ 由此可知ꎬ实验组脑

卒中患者的误吸率、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２ꎮ
表２

两组脑卒中老年患者的误吸率、并发症发生率

组别
实验组( ｎ ＝ ４３)
对照组( ｎ ＝ ４３)
χ２ 值
Ｐ值

比较[ ｎ( ％) ]
误吸

２(４.６５)

并发症

３(６.９８)

９(２０.９３)

１１(２５.５８)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６

５.８９４

５.６３１

讨论 相关研究资料显示ꎬ我国每年新发脑卒中病例高
达 １８０ 万ꎬ平均每 １０ ｓ 就有一个新发脑卒中病例发生 [５] ꎮ 脑
卒中老年患者中有 ５０％左右生活能力出现不同程度的丧失ꎬ
脑卒中后遗症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６] ꎮ 随
着医疗模式的转变ꎬ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服务理念深入人心ꎬ
康复护理临床路径模式应运而生 [７] ꎮ 康复护理临床路径模
式能够让脑卒中老年患者的身心状态达到最为理想状态ꎬ从
而促进其早日恢复健康ꎮ 积极的护理干预方式能够促进脑卒
中老年患者神经功能恢复ꎬ从而积极改善生活质量 [８] ꎮ 本研
究结果显示两组脑卒中老年患者治疗前认知功能评分和神经
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ꎻ实验组脑卒
中老年患者治疗后认知功能评分高于对照组、神经功能缺损
程度评分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ꎮ
本研究中实验组所应用的康复护理临床路径模式由责任
小组护理工作人员做好脑卒中老年患者入院后初步病症评估
工作ꎬ随时做好急救工作ꎬ一旦出现误吸则立即予以相应急救
措施ꎻ由于人体的大脑可塑性极强ꎬ大脑受到刺激ꎬ激活区域
不断增多ꎬ大脑的激活程度也逐渐趋向正常ꎮ 运动康复功能
锻炼是通过患者的疾病特点ꎬ利用力学原理ꎬ并且通过医师与
患者自身共同操作ꎬ来改善患者的局部功能或是全身功能的
一种运动疗法 [９] ꎮ 进行运动康复功能锻炼能够改善患者的
脑部功能ꎬ并且能够通过反复训练促进患者的神经功能恢复ꎮ

７.３７±１.９８
０.０１１

１２.３±４.３
０.００４

２１.２±４.９
０.０１３

但是进行运动康复功能训练之前ꎬ必须向患者及家属讲清楚
疗法对于患者的治疗作用ꎬ能够起到的效果ꎮ 除此之外ꎬ加强
对脑卒中老年患者的心理疏导ꎬ耐心做好沟通交流工作ꎬ建立
良好的医护患关系ꎬ使得脑卒中老年患者能够感受到医护工
作人员的用心 [１０] ꎮ 对患者进行耸肩锻炼可以有效降低患者
发生肩关节脱位的概率ꎬ对患者进行摆钟运动可以降低足部
并发症的发生ꎬ屈髋屈膝摆动双膝等运动可以避免下肢痉挛
的发生ꎬ及早下床活动可以降低患者脑颅感染的发生ꎮ 本研
究结果显示实验组脑卒中老年患者的误吸率以及足下垂、足
内翻、肩关节半脱位、关节挛缩以及尿路感染等并发症发生率
显著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ꎮ
综上所述ꎬ康复护理临床路径能够有效降低老年脑卒中
患者的误吸率ꎬ并发症发生率ꎬ具有极高的安全性可靠性ꎬ值
得应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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