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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病人家庭照顾者照顾能力的现况研究

张春艳1,王新燕2

[摘要]目的:探讨脑卒中家庭照顾者的照顾能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选取 186 例脑卒中病人家庭照顾者为研究对象,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家属照顾者照顾能力量表(FCTI)、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进行现况调查。 结果:脑卒中家庭照顾

者的 FCTI 总均分为(17. 26 依 2. 07)分,一般自我效能处于中等水平,为(25. 13 依 4. 76)分,其照顾能力各维度得分与自我效能

呈负相关关系( r = - 0. 546 ~ - 0. 395,P < 0. 01),即自我效能越高其照顾能力越强,照顾能力受照顾者年龄、照护时长、身体状

况、自我效能感及被照护者的依赖程度的影响(回归系数 B 分别为 - 0. 36、 - 0. 51、 - 0. 71、 - 2. 62、1. 05,P < 0. 05 ~ P <
0. 01),表现为年龄越大、照护时长越长、无慢性疾病、自我效能高以及所照顾的脑卒中病人依赖程度低的照顾者,其照顾能力

越强。 结论:护理人员应加强对高依赖程度病人家庭照顾者的帮助,护理病人的同时,关注照顾者的身心健康,采取提高照顾

者自我效能感的措施以保证照护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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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tatus of the caring ability of family caregivers for stroke patients
ZHANG Chun鄄yan1,WANG Xin鄄yan2

(1. Department of Nursing,2. Department of Neurology,Suzhou Municipal Hospital,Suzhou Anhui 234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are ability of family caregivers for stroke patients.
Methods:The status of 186 family caregivers of stroke patients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the questionnaires of the Family Caregiver Task
Inventory(FCTI) and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GSES). Results:The overall mean score of FCTI in the family caregivers of
stroke patients was(17. 26 依 2. 07),the general self鄄efficacy was at a moderate level[(25. 13 依 4. 76) scores],and the each dimension
score of FCTI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鄄efficacy of family caregiver( r = - 0. 546 ~ - 0. 395,P < 0. 01). The higher the self鄄
efficacy was,the greater the caring ability was. The caring ability of family caregiver was affected by the caregivers爷 age,duration of
care,physical condition,self鄄efficacy and dependency of patients,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those was - 0. 36, - 0. 51, - 0. 71,
- 2. 62 and 1. 05,respectively(P < 0. 05 to P < 0. 01). The care abilities of caregivers with old age,longer care duration,high self鄄
efficacy and low dependence on the care of stroke patients,and without chronic diseases were stronger. Conclusions:Nursing staff
should strengthen the help to family caregivers of patients with high dependence,pay attention to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family caregiver,and tak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self鄄efficacy of caregivers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care.
[Key words] stroke;family caregiver;care ability;cross鄄sectional research

摇 摇 目前脑卒中是发展中国家的第二大常见死

因[1],也是危害我国中老年身体健康和生命的主要

疾病,具有发病率高、致残率高等特点[2],其中

70% ~80%的幸存者会遗留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碍,
生活不能完全自理[3],而后期的康复训练均需要他

人照顾。 目前我国脑卒中照顾者主要由家庭成员承

担,其照顾能力是影响脑卒中病人家庭照顾问题严

重程度的预测因子之一[4],若脑卒中家属照顾者能

力不足,将会减慢病人的康复速度[5]。 研究者

们[6 - 7]认为除了了解疾病相关知识,家庭照顾者的

照顾能力还应包含对社会医疗资源的利用、能调节

自身负面情绪、调整个人的家庭生活以及相关的人

际沟通等综合能力。 一般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心理非

常重要的部分,会对个体的行为、信念、成就产生巨

大的影响,是应对挑战和困难非常重要的因素[8]。
为此,本研究旨在探讨脑卒中家庭照顾者的照顾能

力现状,了解其影响因素,为提高脑卒中病人的临床

护理、家庭病床或者社区康复效果提供参考依据。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对象 摇 采用立意取样法,选取我院神经内科

2017 年 2 月至 2018 年 2 月住院治疗的 186 例脑卒

中病人家庭照顾者为研究对象,年龄 36 ~ 85 岁。 纳

入标准:主要指与被照顾者有亲缘关系的家庭成员

(以照护时间最长为标准);连续承担主要照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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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7 d;年龄逸18 岁;无严重躯体和精神疾病,能配

合完成调查问卷;排除护工及存在佣金关系的家庭

照护者。 同时要求脑卒中病人明确诊断为脑卒中病

并且有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碍(Barthel 指数得分 <
100 分);意识清楚,有照顾者对其实施照顾。
1. 2摇 方法摇
1. 2. 1摇 一般资料调查问卷摇 自行设计,包括家庭照

顾者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工作状况、受教育程度、
与病人的关系、照护时长、身体状况、脑卒中病人依

赖程度。
1. 2. 2摇 家属照顾者照顾能力量表(Family Caregiver
Task Inventory,FCTI) [9] 摇 采用中文版本,共 25 个条

目,包括适应照顾角色、协助病人满足需求、个人情

绪处理、评估家庭及社会的支持资源、平衡照顾需求

和个人需求 5 个维度,每个维度包含 5 个条目。 每

个条目选项分为不困难、困难、非常困难分别记 0、
1、2 分,总分 0 ~ 50 分,分值与照顾能力呈反比,即
分数越高,说明家属照顾者在照顾病人的过程中遇

到的困难越多,照顾能力越低。 本研究 FCTI 总量表

Cronbach忆琢 系数为 0. 85,其余分量表 Cronbach忆琢 系

数为 0. 75 ~ 0. 92。
1. 2. 3摇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 Efficacy
Scale,GSES)摇 采用由王才康[10]翻译修订的中文版

GSES,共 10 个条目,为单维度的量表。 每条选项答

案回答为“完全不正确、有点正确、多数正确、完全

正确冶分别给予 1 ~ 4 分。 量表总得分为 10 个条目

得分相加,自我效能越高者总得分越高。 总分 30 ~
40 分为高水平,20 ~ 30 分为中等水平,10 ~ 20 分为

低水平。 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忆琢 系数为 0. 88。
1. 3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 t 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

析和线性回归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脑卒中病人家庭照顾者一般资料及不同组别

照顾者照顾能力得分比较摇 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

程度、工作状况、身体状况、照护时长、脑卒中者的依

赖程度的照顾者照顾能力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见表 1)。
2. 2摇 脑卒中病人家庭照顾者照顾能力总得分及各

维度得分情况摇 结果显示,脑卒中病人家属照顾者

FCTI 得分为 12 ~ 34 分,总均分为(21. 66 依 1. 07)
分,各维度得分情况见表 2。
2. 3摇 脑卒中病人家庭照顾者一般自我效能水平摇
本研究中 186 名脑卒中家庭照顾者一般自我效能得

摇 表 1摇 照顾者一般资料及不同组别照顾者照顾能力得分

比较(x 依 s;分)

一般特征 n摇
照顾能力

总得分
t P

性别

摇 男

摇 女

51摇
135摇

27. 21 依 2. 63
19. 56 依 1. 25

19. 94 < 0. 01

年龄 / 岁

摇 臆60 54摇 22. 70 依 2. 05

摇 61 ~ 80 128摇 21. 24 依 1. 10 19. 34 < 0. 01

摇 逸81 4摇 21. 06 依 2. 13

婚姻状况

摇 已婚

摇 其他

126摇
60

22. 96 依 3. 78
23. 12 依 2. 88

0. 32 > 0. 05

受教育程度

摇 文盲 15摇 25. 62 依 2. 18

摇 小学

摇 初中

78摇
51摇

22. 71 依 3. 62
21. 43 依 2. 71

23. 55 < 0. 01

摇 高中及以上 42摇 18. 57 依 3. 22

工作状况

摇 在职

摇 离职

54摇
132摇

17. 28 依 4. 75
23. 45 依 2. 65

8. 99 < 0. 01

身体状况

摇 有慢性病

摇 无慢性病

78摇
108摇

22. 74 依 3. 16
20. 69 依 3. 51

3. 72 < 0. 01

与病人关系

摇 配偶 96摇 20. 16 依 3. 23

摇 子女 42摇 20. 41 依 2. 62 14. 48 > 0. 05

摇 其他 48摇 23. 05 依 3. 33

照护时长 / 月

摇 臆3摇
摇 > 3摇

85摇
101摇

23. 87 依 4. 12
20. 17 依 3. 16

6. 77 < 0. 01

脑卒中者依赖程度

摇 轻度依赖 28摇 19. 66 依 4. 01

摇 中度依赖 126摇 21. 67 依 3. 68 7. 47 < 0. 01

摇 重度依赖 32摇 23. 37 依 3. 55

表 2摇 脑卒中家庭照顾者照顾能力及各维度得分情况(x 依 s;分)

维度 条目数 理论得分 得分

总量表 25摇 0 ~ 50 21. 66 依 1. 07

适应照顾角色 5 0 ~ 10 2. 96 依 0. 72

协助病人满足需求 5 0 ~ 10 4. 23 依 0. 65

评估家庭及社会的支持资源 5 0 ~ 10 4. 44 依 0. 54

个人情绪处理 5 0 ~ 10 4. 76 依 0. 63

平衡照顾需求和个人需求 5 0 ~ 10 5. 02 依 0. 77

分为(25. 13 依 4. 76)分,处于中等水平,其中高自我

效能水平者为 37 例,占 19. 89% ,中等水平者为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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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 73. 12% ,低水平者为 13 例,占 6. 99% 。
2. 4摇 脑卒中病人家庭照顾者一般效能与照顾能力

的相关性摇 将照顾者自我效能得分和适应照顾角

色、协助病人满足需求、个人情绪处理、评估家庭及

社会的支持资源、平衡照顾需求和个人需求各维度

照顾能力得分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 r 分别为

- 0. 546、 - 0. 467、 - 0. 505、 - 0. 395 和 - 0. 412,
P < 0. 01)。 照顾者的自我效能水平越高其照顾能

力维度得分越低,照顾能力越高。
2. 5摇 脑卒中病人家庭照顾者照顾能力影响因素分

析摇 以照顾者照顾能力总分作为应变量,以照顾者

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状况、身体状况、照护

时长、被照顾者的依赖程度及自我效能等影响因素

作为自变量(哑变量赋值),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照顾者年龄、照护时长、身体状况、自
我效能、被照顾者的依赖程度与照顾者照顾能力总

分偏回归系数有意义(P < 0. 05 ~ P < 0. 01),且由表

3 可以看到,除了病人的依赖程度的偏回归系数为

正数,即病人依赖程度与照顾者照顾能力总分成正

相关,其余有意义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均为负数,即
为负相关,即为年龄越大、照护时长越长、无慢性疾

病、自我效能高以及所照顾的脑卒中病人依赖程度

低的照顾者,其照顾能力越强;各个因素对照顾者照

顾能力总分的影响大小排序为:照顾者自我效能、病
人依赖程度、照顾者身体状况、照护时长、照顾者

年龄。

表 3摇 脑卒中家庭照顾者照顾能力逐步线性回归分析

变量 茁 Wald字2 SE t P

常数项 36. 472 4. 626 — 7. 88 < 0. 01

年龄 - 0. 361 0. 112 - 0. 134 3. 23 < 0. 01

照护时长 / 月 - 0. 512 0. 206 - 0. 337 2. 49 < 0. 05

身体状况 - 0. 714 0. 133 - 0. 271 5. 28 < 0. 01

病人依赖程度 1. 055 0. 224 0. 729 4. 70 < 0. 01

照顾者自我效能 - 2. 618 0. 926 - 1. 417 2. 83 < 0. 01

3摇 讨论

3. 1摇 脑卒中病人家庭照顾者照顾能力现状摇 本研

究结果显示,脑卒中病人家庭照顾者主要以女性

(72. 58% )为主,且照顾能力高于男性,这可能与中

国的传统文化有关,男性主要为生计奔波,家庭照护

角色基本由女性担任,且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在

照顾者角色上更有优势,照顾过程中会更为细心、耐
心[11],表现出较强的照顾能力。 其次,受教育程度

高的照顾者 FCTI 得分较低,其照顾能力强,可能与

高教育程度者对脑卒中康复护理知识接受力强,掌
握度好,照顾过程中注重应用照顾技巧,其处理各种

生活事件的能力相对较强有关[12 - 13];而在职的照顾

者或因工作缘故,又不得不兼顾照顾病人,导致照顾

者压力过大,其照顾能力低于非在职者。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维度“适应照顾角色冶得分

最低,与易利娜等[14] 的研究结果不一致,本研究表

明照顾者能够很好地适应照顾者角色,照顾病人的

日常起居生活,观察病情变化,增加自己有关脑卒中

方面的知识等。 对于“平衡照顾需求和个人需求冶
维度得分最高,表明由于照顾病人,照顾者认为满足

个人需求方面存在困难,鉴于照顾者身份,不得不以

病人为中心,减少自我控制安排的时间,自我需求和

照顾需求而不能达到平衡。 为此,应该寻求多方面

的支持,包括医院、政府给予此类家庭以帮扶政策,
如设置日间护理中心,实现病人短时间内的托管,提
供喘息服务等以缓解家庭照顾者的压力。 对于“个
人情绪处理冶维度得分较高,说明照顾者还不能妥

善处理自己或者由照顾产生的负面情绪,这也与目

前大多数脑卒中家庭照顾者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

发生率高[15]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提示护理方面亦需

要对照顾者进行心理疏导并帮助其解决现有照顾问

题,如建立脑卒中照顾者联谊会,或者设置爱心心理

咨询室等措施。
3. 2摇 脑卒中病人家庭照顾者照顾能力影响因素摇
本研究中照顾者的年龄、照护时长、身体状况及其自

我效能、病人的依赖程度是照顾能力的影响因素,表
现为年龄越大、照护时长越长、无慢性疾病、自我效

能高以及所照顾的脑卒中病人依赖程度低的照顾

者,其照顾能力越强。
3. 2. 1摇 照顾者的一般资料对照顾能力的影响摇 本

研究回归分析显示,年龄越大者其照顾能力越强,与
易利娜等[14] 的研究结论一致,与吕露露等[16] 的研

究结论相反,考虑虽然年龄大者其对学习疾病相关

护理知识的能力、身体状况不如年轻者,但其有着丰

富的生活经验,照护时间更为充足,责任心更重一

些,照顾病人较为细心、耐心,会表现出较高的照顾

能力。 其次,照护时长越长的照护者,其照顾能力较

强,可能是,随着照护时间越长,照顾者积累的照护

经验越多,自我调节,角色适应力增加[17],加之病人

的病情稳定,身体状况逐渐好转,照护压力降低,照
顾能力进而有所提升。 对于照顾者的身体状况方

面,本研究中 41. 94% 照顾者患有慢性病,其 FC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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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高于未患病者,表明其照顾能力不足,与李立伟

等[18]的研究结果类似。 长期的护理照顾压力易导

致照顾者出现睡眠不足、疲劳、头痛及消化道疾病等

躯体症状[19],若照顾者本身患有慢性病,会使其对

照顾工作感到力不从心而影响照顾能力;再者,如果

病人的功能障碍越严重,其对照顾者的依赖程度越

高,照顾内容增加,除了照顾病人的饮食、大小便等

基本生活需求,还需要协助病人进行康复训练等,进
一步加重了照顾者的身心负担,使其照顾信心下降

而自感能力不足[20]。 所以护理人员需要加强对依

赖程度高病人的家庭照顾者的帮助,多关注他们身

体健康,尽量帮助其减轻照顾负担,以保证照顾质

量,促进病人康复。
3. 2. 2摇 照顾者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对照顾能力的影

响摇 本研究结果显示,73. 12%照顾者的一般自我效

能感处于中等水平,为(25. 13 依 4. 76)分,且一般自

我效能得分越高,FCTI 的分越低,其照顾能力越强,
这与吕露露等[21]的研究结果不一致,但研究结论一

致,考虑可能是选用的研究工具不同所致。 一般自

我效能感所指向的是个体在应付各种有压力的情境

时,所拥有的一种有效的、广泛而稳定的个人能力胜

任感,是个体对自身能力所作出的主观判断[22]。 一

般来说,自我效能感高的人都对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比较自信,他们精力比较充沛,对生活也比较乐观,
采用的应对方式也更积极,在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

动适应、努力程度和克服困难的坚韧性较强[23]。 在

对脑卒中病人照顾过程中,本研究中大部分照顾者

尚能积极面对因照顾带来的挑战或困难,但其自我

效能感仍需加强,为此,护理人员可应用自我效能理

论采取提高照顾者自我效能的措施以帮助病人得到

更好的照护,如社会支持[24],尽可能为照顾者提供

照顾所需的康复指导、便利等,多与照顾者沟通,帮
助其消除紧张、焦虑情绪,减少其无助感;或是心理

咨询师参与照顾者的心理疏导等措施;再者激励机

制,组织家属照顾者工休座谈会,鼓励其说出目前照

护困难,并相互分享成功经验。
本研究中,脑卒中家庭照顾者的一般自我效能

处于中等水平,其照顾能力与自我效能成正相关,照
顾能力受照顾者年龄、照护时长、身体状况、自我效

能感及被照顾者的依赖程度的影响,表现为年龄越

大、照护时长越长、无慢性疾病、自我效能高以及所

照顾的脑卒中病人依赖程度低的照顾者,其照顾能

力越强。 护理人员应加强对高依赖程度病人家庭照

顾者的帮助,护理病人的同时,关注照顾者的身心健

康,采取提高照顾者自我效能感的措施以保证照护

质量。 本研究着重于照顾者因素对其照顾能力的影

响,需结合脑卒中病人因素对照顾者的影响作用综

合考虑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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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运动干预联合腹部按摩在早产儿经口喂养中的效果评价

陈摇 芳

[摘要]目的:观察口腔运动干预联合腹部按摩在早产儿经口喂养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将 120 例早产儿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

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60 例。 对照组采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常规早产儿喂养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采取口腔运

动干预联合腹部按摩。 比较 2 组患儿经口喂养进程、喂养表现、留置胃管时间、喂养耐受情况、住院时间等。 结果:观察组经口

喂养进程、留置胃管时间、住院时间、喂养不耐受比例均低于对照组(P < 0. 01);观察组喂养效率、喂养成效、摄入奶量比均高

于对照组(P < 0. 01)。 结论:口腔运动干预联合腹部按摩明显改善了早产儿经口喂养效率,具有临床护理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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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随着医疗和护理技术的进步,早产儿存活率在

不断提升,营养支持是保障早产儿生命安全的重要

基础之一,经口喂养被认为是早产儿最合理的营养

供给途径[1]。 但是由于早产儿其神经系统发育不

完善,易导致吸吮 -吞咽 -呼吸的不协调,影响经口

喂养效率,导致早产儿住院时间延长、医疗费用增加

及生存质量降低。 笔者对早产儿实施口腔运动干预

时发现,虽然提高早产儿吸吮、吞咽能力,但喂养不

耐受发生率高。 腹胀、呕吐、胃食管反流易引起呼吸

道梗阻[2]。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查阅大量文献,将
口腔运动干预与腹部按摩二者联合,增强早产儿的

吸吮能力,同时促进排便功能,提高完全经口喂养效

率。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 2016 年 8 月至 2018 年 5 月

入住我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120 例早产

儿,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60
例。 纳入标准:(1)出生胎龄 < 34 周;(2)出生体质

量 1 000 ~ 2 500 g;(3)接受管饲喂养;(4)生命体征

稳定,Apgar 评分逸8 分。 排除标准:(1)伴有各类

严重神经系统并发症者;(2)伴有先天性疾病者,包
括先天性消化道畸形等;(3)已可以完全经口喂养

者。 评定早产儿发育成熟程度:出生胎龄的计算以

孕周为主要依据,以母亲末次月经来潮之日开始计

算;出生体质量采用电子体质量计测量;小于胎龄儿

(SGA):指出生体质量在相同胎龄平均体质量的第

10 百分位者;适于胎龄儿(AGA):指出生体质量在

相同胎龄平均体质量的第 10 ~ 90 百分位者。 疾病

严重程度:采用新生儿医学指数(NMI)来评估疾病

严重程度,NMI 能有效区分不同疾病严重程度新生

儿的神经行为表现,而且可以预测新生儿的神经发

育状况。 NMI 分为玉 ~吁级,由轻至重,玉级表示无

严重疾病,吁级表示患有严重并发症。 2 组早产儿

的性别、分娩方式、Apgar 评分、发育成熟程度(出生

胎龄、出生体质量、胎龄与体质量关系)、疾病严重

程度(NMI 评分)等一般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P > 0. 05) (见表 1),具有可比性。 监护人均

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 2摇 方法摇
1. 2. 1摇 对照组摇 采用常规喂养方法,根据患儿胃肠

功能耐受情况、体质量、胎龄等对奶量调整,每隔

2 ~ 3 h 进行一次喂养,必要时可间隔将奶嘴拔出暂

停喂养,休息片刻后再继续喂养,过程中可使用体位

支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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