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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护理干预在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童年情绪障碍患者中的应用
米日古丽·麦休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新疆乌鲁木齐

【摘要】目的 重复经颅磁刺激是治疗童年情绪障碍的主要方式，在此期间不同的护理方式会对最终治
疗效果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在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方式上添加了认知护理干预，再次观察治疗效果。方法
2021 年 1 月到 2021 年 12 月期间，我院收治了 138 例童年情绪障碍患儿，将其当做本次实验的对象，通过
随机分配原则，分为两组，常规护理干预作为对照组，与认知护理干预的实验组展开对比。结果 将认知护
理干预应用在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童年情绪碍患者过程中效果更好，患儿的治疗总有效率更高，心理状态
与生活质量等评分也更优，组间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情绪障碍患儿中展开认知护
理干预，能够有效改善患者儿预后，大幅度降低患儿心理应激反应，进而提升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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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ogni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for childhood
emotional disorders
Maixiuke Miriguli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People's Hospital Urumqi, Xinjiang
【Abstract】 Objective: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 is the main way to treat
childhood mood disorders. During this period,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will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final
therapeutic effect. Therefore, cogni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s added to RTMS to obser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again.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1 to December 2021, 138 cases of children with childhood mood disorders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They were regarded as the subjects of this experiment.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random
allocation,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conventional nursing intervention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cogni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sults The application of cogni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childhood emotional
disorders has a better effect, the total treatment efficiency of children is higher,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are also better, the comparison between groups h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Conclusion
Cogni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children with emotional disorder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rognosis of
children, greatly reduce the psychological stress response of childre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 Keywords 】 Cogni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Repeated transcranial magnetic acupuncture; Childhood
emotional disorder
儿童情绪障碍属于儿童神经症，主要患病因素

避免患儿出现无法逆转的精神损伤，就要及时评估

为儿童阶段性身心不成熟，在处于家庭、社会、学

其情绪，发现异常及时展开心理干预治疗。重复经

校等环境中时，会表现出焦虑、恐惧、强迫等症状。

颅磁刺激在治疗童年情绪障碍时有较好的效果，且

如果未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干预，会对患儿的身心

安全性更高[2]。但采取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时，护

造成极大的伤害，例如心理上会表现出抑郁、焦虑

理方式的选择会对患儿预后产生较大影响，那么如

[1]

等，生理上则会表现出疼痛、疲倦等 。因此，为

何才能找到最适合的护理方式，本次实验以此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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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进一步对认知护理干预在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

己且永远不会伤害自己的人。拉近双方关系后，再

童年情绪碍患者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

循序渐进地走进患儿内心世界，观察其病情变化。

1 资料与方法

第三，观察、记录每一位患儿的兴趣爱好，为其提

1.1 一般资料

供可以展现兴趣的空间，让患儿在自己感兴趣的领

2021 年 1 月到 2021 年 12 月期间，我院收治了

域重新找到自信，进而达到缓解情绪、放松身心的

138 例童年情绪障碍患者，将其当做本次实验的对

目的。第四，大部分患有情绪障碍的儿童会将自己

象，通过随机分配原则，分为两组。对照组男 23 例，

封闭起来，只停留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且拒绝与外

女 6 例，平均年龄（15.32±1.52）岁；对照组男 39

界进行任何交流，所以社会技能与行为表达方面较

例，女 30 例，平均年龄（15.06±1.77）岁。所有患

弱。此时医护人员要着重训练患儿的基本沟通能力，

儿一般资料无显著差异，实验具有可行性，P＞0.05

教他们学习如何控制情绪、如何与他人合作、如何

具有可比性。患儿入院后对治疗方式、药物无过敏

正确处理遇到的问题等。只有生活自理能力提升，

反馈，患儿及其家属知情同意后，并签署告知书，

才会更好地去适应外界环境。
1.3 观察指标

本次实验已通过伦理委员会审核。
1.2 方法

观察两组患儿的治疗总有效率，按照恢复情况

本次实验采取分组对比方式进行，以一个月为
治疗周期。

分为痊愈、明显改善、一般改善与无效三挡。患儿
情绪稳定、家庭关系和睦、可以正常上学为痊愈；

对照组为常规护理干预，具体步骤如下：第一，

患儿情绪偶尔波动，家庭关系基本和睦、可以正常

患儿此时正处于身体发育期间，因此要制定科学的

上学为明显改善；患儿情绪时常情绪波动、家庭关

饮食方案，保障患儿每天摄入足够的营养，饮食需

系不稳、经常厌学为一般改善；患儿情绪无任何变

要粗细搭配且荤素均衡。同时适当进行运动，制定

化、家庭关系不睦、患儿无法正常上学为无效。对

合理的锻炼计划，保证每天运动量达标但身体不劳

总有效率的计算以（痊愈+明显改善+一般改善）

累即可。第二，通过共情、移情、反移情、联想等

/69*100%的结果为准。

方式，对患儿进行精神分析，找到病情与病症间的

观察两组患儿的心理状态，包括焦虑评分、抑

联系所在，进而帮助患儿从源头缓解病情、消除病

郁评分。采用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评估，

症。

总分 100，量表得分和焦虑、抑郁程度之间的关系
实验组为认知护理干预，具体步骤如下：第一，

为正相关。

进行知识教学，患儿年龄普遍偏小，在他们的世界
观里，无法明确理解到自己生了什么病，因此在治

观察两组患儿的生活质量评分，采用方式为调
查问卷，包括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

疗期间极易出现错误认识，所以在护理初期，可以

1.4 统计学分析

先吸引患儿的注意力，避免其出现逆反心理，而后

用 EXCEL 2007 for windows 建立数据库，患者

通过漫画动图、视频情景剧等比较生动的方式，来

的信息确认无误后，所有数据导入 SPSS13.0 for

一点点将患儿的错误认知纠正过来，让其明白情绪

windows 做统计描述以及统计分析。采用 spss 22.0

障碍是一种常见病，自己与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软件是研究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计数单位采用%

[4]

进而提升治疗依从性 。第二，患有情绪障碍的患

进行表示，计量数据采用（x±s）来进行表示

儿，内心深处是害怕与人交流的，因此治疗期间医

2 结果

护人员需要取得患儿的信任，建立起和谐的护患关

实验组患儿的干预总有效率为 86.96%，高于对

系。大部分的情绪障碍患儿，都遭到过一定程度的

照组患儿的 71.01%。组间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伤害与刺激，所以在面对陌生人时，为了保护自己，

（P＜0.05）。

他们才会出现抵触、害怕的情绪。所以医护人员实
施护理期间，一定要表现出很高的耐心，多陪伴、

实验组患儿的心理状态明显优于对照组，详细
结果如表 1 所示。

关心患儿，让患儿意识到生活中多了一个很关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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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详细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1 两组患儿的心理状态对比
组别

焦虑自评量表

抑郁自评量表

-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n=69）

56.34±5.61

39.87±4.33

55.84±6.06

40.05±4.37

实验组（n=69）

57.12±6.03

32.04±2.68

55.99±5.94

33.12±3.65

t

0.586

7.025

0.061

5.856

p

P＞0.05

P＜0.05

P＞0.05

P＜0.05

表 2 两组患儿的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组别

生理健康

心理健康

社会健康

对照组（n=69）

80.98±4.98

60.33±5.98

53.23±4.09

实验组（n=69）

89.45±4.13

70.03±5.13

58.35±5.21

t

4.404

6.526

5.402

p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天生的抗拒、不适感，加重抑郁与焦虑的情绪。因

儿童在成长期间都不会一帆风顺、无忧无虑，

此多与患儿交流，拉近双方的距离，能够逐渐降低

经历到一些焦虑、担心、害怕等情绪是必然的。当

患儿的恐惧，在交流期间，患儿有很高的概率会改

儿童受到刺激时，体内的糖皮质激素会加速分泌，

变对医护人员态度，治疗依从性会得到极大提升[9]。

进而使得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浓度会在极短的时间内

第三，在护理期间，要多询问患儿的真实想法，并

[5]

升高，心理应激反应由此出现 。心理应激反应的

向患儿家属进行转达，让家属掌握更多护理知识的

典型表现为逃避、高度警觉、情绪不稳等，如果儿

同时，还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患儿预后效果。治疗

童长久处于这种异常情绪环境且未得到及时干预，

结束后，医护人员要做好对患儿的评估，确保患儿

就有一定几率会诱发情绪障碍，其属于一种极为普

结束治疗时处于身心健康状态。

遍的心理问题，会对患儿的沟通、生活、学习等各
[6]

综上，对情绪障碍患儿中展开认知护理干预，

方面造成影响 。本文提到的认知护理干预，可以

能够有效改善患者儿预后，大幅度降低患儿心理应

从患儿的自身性格、心理活动等方面展开有计划的

激反应，进而提升生活质量。

[7]

针对性护理，能够明显改善患儿生活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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