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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康复护理对急性脑梗死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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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早期康复护理对急性脑梗死患者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19 年 3 月至 2019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急性脑梗死患者 66 例，将其随机分为两组，每组患者人数为 33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

手段，观察组患者采用早期康复护理，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和生活质量评分。结果 经本次研究发现，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96.97％）、躯体活力评分（87.8±3.5）分、精神健康（89.6±7.1）分和社会功能

（85.1±5.3）分，均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的相关数据（69.69％）、（74.6±2.9）分、（76.1±6.1）分和（70.5
±5.4）分，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早期康复护理的应用，使急性脑梗死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

了显著的改善。并为患者的早日康复，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值得在今后的临床工作中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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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early rehabilitation nursing on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Method: A total of 66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9 
to December 2019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33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s, and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early rehabilitation care. The treatment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ccording to this study, it was found that the treatment effective rate (96.97%), physical vitality 
score (87.8±3.5) points, mental health (89.6±7.1) points and social function (85.1±5.3) point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 The relevant data (69.69%), (74.6±2.9) points, (76.1±6.1) points and (70.5±5.4) points of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early rehabilitation nursing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It has played a good role in promoting the early recovery of patients and is worthy of 
further promotion in future clinic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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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急性脑梗死是医院神经外科的常见病症，患者

的临床表现为头晕、目眩和耳鸣，还会时常伴随话

语模糊和恶心呕吐等现象。采用早期康复护理干预，

极大程度提升了患者的治疗有效率，并使患者的生

活质量得到显著的改善。为患者的早日康复，起到

了良好的推动作用。本次实验分析了早期康复护理

对急性脑梗死患者的应用效果，具体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实验开始时间为 2019 年 3 月，结束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选取我院收治的急性脑梗死患者 66

http://cn.oajrc.org/�


邹瑞，周玉芹                                                       早期康复护理对急性脑梗死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 30 - 

例，将所有患者平均分为两组。在观察组 33 例患者

中，男性患者人数为 16 例，女性患者人数为 17 例。

患者最大年龄为 86 岁，最小年龄为 55 岁，平均年

龄为（67.2±1.6）岁。在对照组 33 例患者中，男性

患者人数为 17 例，女性患者人数为 16 例。患者年

龄范围为 56-85 岁，平均年龄为（66.5±1.9）岁。

所有患者的发病到入院时间，均在二十四小时以内。

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和病症情况等方面，均无任

何明显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可以

用于对比研究。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手段，主要内容为观

察患者体征变化、适当提供吸氧措施、采取手段控

制血压血糖和血脂等，在入院 7 天时接受康复护理

干预。观察组患者在入院 24h 内接受康复护理干预，

具体内容如下。 
1.2.1 床上肢体功能训练 
床上肢体功能训练，主要包括关节功能运动和

肌肉肢体按摩两部分。医护人员根据患者的实际情

况，结合急性脑梗死的病症特点，适当指导患者进

行全身关节的恢复性运动，有助于患者的早日康复。

在关节功能运动指导的过程中，医护人员应着重控

制患者的每日运动量[1]。并遵循从小到大的幅度变

化，使患者逐步恢复自主活动能力，令患者的生活

质量得到有效改善。一些病症严重的患者，常常会

出现肌肉僵化的现象，使患者的自主活动能力大大

下降。面对这种情况，医护人员应及时采取措施，

对患者肌肉僵化的部位进行适当的按摩处理，使患

者自身的运动能力得到提升。同时结合翻身和仰卧

起坐等手段，避免患者产生压疮的现象，令患者的

四肢和腰背肌得到较好地恢复。在床上肢体训练的

阶段，医护人员还可以利用语言训练和吞咽功能训

练的方式，让患者的失语情况得到有效地缓解，使

患者的自主饮食能力也恢复正常[2]。当各项训练进

行一段时间后，医护人员可以适当指导患者进行全

方面的锻炼，促进患者的早日痊愈。 
1.2.2 心理护理干预 
由于急性脑梗死病症会使患者的语言功能受到

严重的影响，部分患者常常在治疗过程中，出现焦

虑、抑郁和压抑等不良情绪。这种现象的发生，不

仅会严重影响患者自身的治疗效果，也会使患者家

属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所以，在早期康复护理干

预过程中，医护人员应积极主动地通过沟通交流的

方式，缓解患者及家属的不良情绪[3]。并结合相关

的成功案例，增强患者及家属对治疗工作的自信心。

为患者的早日出院，奠定良好坚实的基础。除此之

外，医护人员还可以利用健康知识宣教的方法，提

高患者及家属对急性脑梗死病症的认知程度。使患

者及家属能够全面客观地看待该种病症，更好地配

合医护人员的护理工作，加快患者的康复进度[4]。 
1.2.3 出院指导 
在患者的出院阶段，医护人员应将康复训练的

方法及重要性，完整详细地告知给患者家属。使患

者回到家中以后，也能够进行相应的康复练习，令

自身的身体状况实现进一步的改善。同时，医护人

员还要根据急性脑梗死的病症特点，对患者及家属

进行适当地饮食指导和用药指导。并将用药后的各

种不良反应和解决办法逐一告知，令并发症的发生

概率降至最低。 
1.3 观察指标 
统计两组效果，主要以治疗有效率和躯体活力

评分、精神健康评分和社会功能评分四种指标进行

评价。通过公式：（显效＋有效）÷例数×100％=
治疗有效率，可以分别计算出两组患者的治疗有效

率。 
1.4 统计学处理 
在本次实验研究中，两组患者的数据均使用

SPSS20.0 进行专业分析。并以（％）和（ x±s，分）

标识效果，经 X2 检验后，以（P＜0.05）标识数据

之间的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表 1 两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对比（%）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33 20 12 1 96.97％ 

对照组 33 12 11 10 69.69％ 

X2     27.698 

P 值     ＜0.05 

对比两组数据，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明

显优于对照组患者的相关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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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x ±s，分） 

组别 例数 躯体活力 精神健康 社会功能 

观察组 33 87.8±3.5 89.6±7.1 85.1±5.3 

对照组 33 74.6±2.9 76.1±6.1 70.5±5.4 

X2  13.674 13.457 15.475 

P 值  ＜0.05 ＜0.05 ＜0.05 

对比两组数据，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

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的相关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3 讨论 
当患者出现急性脑梗死病症时，应及时给予适

当的救治。否则患者的病情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恶化，

导致患者出现昏迷不醒的状况，对患者的生命造成

极大的威胁。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和高脂血症

患者，都是急性脑梗死病症的多发群体。所以，在

开展急性脑梗死患者的早期康复护理时，医护人员

应充分了解患者的病史情况。根据患者自身的实际

情况，结合急性脑梗死病症的特点，利用专业的护

理知识，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护理方案。使急性脑梗

死患者的早期康复护理工作，变得更加科学化、规

范化和有效化。为患者的早日康复，起到良好的促

进作用。 
早期康复护理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床上肢体

功能训练、心理护理干预和出院指导三个部分。通

过床上肢体功能训练，能够使急性脑梗死患者的四

肢功能恢复正常，令患者的血液循环得以加快，促

进患者的早日康复。利用心理护理干预手段，可以

使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不良情绪，得到有效地缓解

和控制。令患者能够更好地配合医护人员的日常工

作，让护患之间的紧张关系变得更加和谐。而采用

出院指导的方法，可以使患者及家属对急性脑梗死

病症的认知水平，出现显著有效地提升。极大程度

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也让患者出院后的并发症

发生率显著降低。 
通过本次实验可以发现，在观察组 33 例患者

中，治疗总有效率为 96.97％。而在对照组 33 例患

者中，治疗有效率为 69.69％。经过对比可得，两组

患者的治疗有效率存在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且，观察组患者的躯体活力评分为

（87.8±3.5）分，精神健康评分为（89.6±7.1）分，

社会功能评分为（85.1±5.3）分。对照组患者的相

关数据分别为（74.6±2.9）分、（76.1±6.1）分和

（70.5±5.4）分。两组数据差异明显，存在统计学

意义（P＜0.05）。 
综上所述，将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应用到急性

脑梗死患者的护理工作中，极大程度提高了患者的

治疗有效率。同时使患者的躯体功能和精神状况，

也出现了较大的改善。为患者的早日康复，提供了

良好有利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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