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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联合心理干预对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的疗效

谢荣香 1 、 陈开浪 2 、 黄日珍 � 、 陈琴慧 �　

【摘要】目的　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联合心理干预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症状、疼痛及负性情

绪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 2014 年 � 月～201� 年 � 月我院收治的 �� 例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4 例。对照组患者均给予中西医结合治疗，而研究组则在对

照组的基础上给予心理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并采用疼痛视觉模拟量表（VAS）和

颈部残障指数量表（NDI）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 1 个月后的临床症状改善情况进行评价。采用焦

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 1 个月后的心理状况进行评分。

结果　研究组患者的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1.1�％，高于对照组的 70.��％（P < 0.0�）；研究组患者治疗

后的 VAS 评分和 NDI 评分＝，SAS 和 SDS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的评分，两组间差异有明显统计学

意义（P< 0.0�）。结论　中西医结合治疗联合心理干预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可有效减少患者焦虑、

抑郁等不良情绪的产生，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有助于患者的预后以及病情转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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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mbined trea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herapy an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patients with cervicalspondylotic radiculopathy　XIE  Rongxiang，CHEN Kailang ，HUANG 
Rizhen，et al. People's Hospital of Chengmai County，Hainan 571900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he effect of combined trea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herapy 

an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symptoms，pain feeling and negative emotions of patients with cervicalspondylotic ra-

diculopathy. Methods　68 cases of patients with  cervicalspondylotic radiculopathy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34 patients of them treated with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therapy only were taken as the control 

group，while the other 34 patients treated with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therapy and psychological interven-

tion we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group. The clinical effects between the  two group were compared.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and Neck Disability Index Scale（NDI）before and after 1 month treatment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level of 

pain feeling and neck dysfunction.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and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before 

and after 1 month treatment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level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Results　The clinical ef-

ficacy rate in the research group was 91.18％，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0.05）. The scores of 

VAS，NDI，SAS，SDS in the research group were all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s　Combined trea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herapy an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can reduc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and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patients with cervicalspondylotic radiculopathy，which contribute to the prognosis and outcome.

【Key words】 Combined trea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herapy ；Psychological interven-

tion；Cervicalspondylotic radiculopathy；Clinica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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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根型颈椎病是由于颈椎及椎间盘退变性病

变而引起的颈椎神经根压迫或刺激、反射功能受阻

等一种综合征，临床上常表现为肩颈痛、头痛、头

晕、心悸等症状，同时大多数患者伴有焦虑、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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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精神症状，由于神经根型颈椎病症状复杂而且病

情反复，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已

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1］。本研究通过中西医结合心

理干预治疗神经根性颈椎病，并取得了良好的治疗

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4 年 6 月～2015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 68
例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按随机数

字表格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 34 例。对照

组患者有男性 20 例，女性 14 例，年龄为 20～72 岁，

平均（46.75±2.12）岁，病程为 3 个月～5 年，平均

（2.79±0.78）年；研究组患者有男性 19例，女性 15例，

年龄为 24～76岁，平均（48.29±2.42）岁，病程为 6个

月～6年，平均（3.04±0.86）年。所有患者均经影像学

检查检查确诊，诊断符合《颈椎病诊治与康复指南》

中神经根型颈椎病诊断标准［2］，同时亦符合《中医病

证诊断疗效标准》中神经根型颈椎病的诊断标准［3］。

排除合并严重心、肝、肺、肾等器质性疾病的患者；

排除合并肩周炎、恶性肿瘤等患者；排除哺乳期或妊

娠期患者；排除对本研究所用药物过敏的患者；排除患

有精神意识障碍而不能配合治疗的患者等。两组患者

性别结构、年龄组成、病程时长等一般资料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间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均给予中西医结合治疗，而研究组

则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心理护理干预。两组患者

均连续治疗 1 个月。

1.2.1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治疗的方法包括对

症支持治疗、颈椎牵引、针灸、推拿、针灸、推拿、

中频电疗法、中药内服等治疗方法。（1）对症支持治

疗：患者给予非甾体类抗炎镇痛药双氯芬酸治疗，餐

后口服，25mg/ 次，3 次 /d；（2）颈椎牵引：取患者

坐位或卧位行颈椎牵引治疗，牵引重量为 3～6kg，

牵引角度为 10°～15°，每次牵引大约 30min，1
次 /d，牵引力不宜过大。患者同时接受颈项部的热

疗，时间为 30min，1 次 /d；（3）针灸：根据临床症

状循经，取穴曲池、后溪、翳风、阳溪、天宗、风

池、大椎、外关、合谷等穴行针灸治疗，采用平补

平泻的方法行针，患者出现明显肿胀感即可，每次

留针 15min，1 次 /d。同时亦可以取以上穴位进行电

针治疗；（4）推拿：取风府、曲池、风池、外关、夹

脊、天宗等穴施以滚法和一指弹推法，并按揉合谷、

曲池等穴，1 次 /d。（5）中频电疗法：患者采用 NPD-

AS 型电脑中频治疗仪治疗，电流强度以患者自身感

觉为宜，电疗时间为 25min，1 次 /d；（6）中药内服：

患者给予桂枝加葛根汤加减治疗。桂枝加葛根汤由

30g 葛根、15g 芍药、15g 生姜、12g 桂枝、6g 炙甘草、

4 枚大枣组方而成，随症加减，1 剂 /d，分两次服用。

1.2.2　心理干预  研究组患者则在对照组的基础

上给予心理护理干预。（1）入院阶段的心理护理：患

者入院后由于环境的改变和疾病的困扰，往往后出

现焦虑不安、孤独恐惧等心理活动。首先做好环境

方面的护理，让患者享受一个舒适、安静、轻松的

病房环境。待患者入院后，护理人员应主动热情与

患者进行交流，让其消除陌生感、恐惧感和孤独感。

给予患者疾病相关知识的宣教，并迅速做好中西医

结合治疗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设法让患者积极配合

治疗，使其树立强大的信心；（2）治疗阶段的心理

护理：通过深入病房主动与患者沟通，时刻了解患者

的心理状况，同时为患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倾述机会，

了解并设法解决患者内心的困惑和积怨，从而减轻

患者治疗过程中的紧张、焦虑、恐惧等心理。遇到

情绪波动较大而不肯配合治疗的患者，要冷静从容

对待，并及时安抚和疏导。在加强宣教、提高患者

对疾病认知的同时，还需改善患者与周围人之间的

人际关系，减少不愉快事件的发生。对于存在睡眠

障碍的患者，应给予针对性的心理疏导，排除患者

的杂念，必要时可给予镇定药治疗；（3）康复阶段的

心理护理：随着患者渐渐痊愈，部分患者由于觉得症

状得到了改善，而开始不在意病情以及治疗。此时，

护理人员应及时制定功能锻炼和恢复计划，并让患

者了解和掌握功能锻炼的重要性以及功能锻炼的方

法。同时还需嘱咐患者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保持良好

的习惯，叮嘱患者康复期的注意事项，从而避免或

减少颈椎病的诱发因素。也有部分患者出于对治疗

后颈椎病复发的担心，因此工作生活中谨小慎微的，

此时护理工作人员应指导患者以一个积极乐观、心

胸开阔的态度对待治疗，无需抱有太大的心理负担。

1.�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 1 个月临床症状、

体征的改善情况，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观察

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 1 个月心理状况的改

善情况。

1.4　疗效评定 

（1）临床疗效的评定标准［4］：临床疗效的评定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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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1992 年全国第二届颈椎病专题会议制定的标准，

具体如下：①痊愈：患者临床症状、体征完全消失，

颈部、肢体功能恢复，且患者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

②显效：患者临床症状、体征显著改善，患者过度劳

累可出现颈部疼痛、颈部不适感、肢体轻微症状等

症状，但可坚持工作；③有效：患者临床症状、体征

部分改善，过度劳累后患者可出现颈肩部疼痛，须

继续接受治疗；④无效：患者的临床症状、体征无明

显改善，甚至病情恶化。（2）疼痛程度的评估［5］：采

用疼痛视觉模拟量表（VAS）进行评估，评分范围为

0～10 分，评分越高，则表明疼痛程度越严重；（3）

颈部功能障碍程度的评估［6］：采用颈部残障指数量表

（NDI）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包括疼痛程度、抬起物

品、头痛、阅读、注意力、工作、驾驶、睡眠、娱

乐和个人生活料理共 10 个方面，评分范围为 0～50
分，评分越高，则表明功能障碍程度越严重。（4）心

理状况的评估［7］：患者心理状况评定采用焦虑自评量

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进行评估。

1.�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两组间的计数资

料以百分比（n，％）形式表示，比较采用 χ2 检验；

两组间的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采用（x±s）表示。

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标准。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的比较

研究组患者的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91.18％，高于

对照组的 70.59％，两组间的差异有明显统计学差异

（P <0.05）。详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的比较（n，％）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34 7（20.59） 14（41.18） 9（26.47） 3（8.82） 31（91.18）
对照组 34 4（11.77） 13（38.24） 7（20.59） 10（29.42） 24（70.59）
χ2值 4.4652
P 值 ﹤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VAS 和 NDI 评分的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 VAS 和 NDI 评分组间无明显差

异（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上述量表评分均降低，

且研究组患者治疗后的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评分，

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VAS和NDI评分的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VAS评分 NDI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34 7.62±1.24 2.34±1.08 34.12±4.52 12.73±1.68
对照组 34 7.58±1.51 3.87±1.43 33.68±4.38 20.17±2.02

t 值 0.1194 4.9784 0.4076 16.5120
P 值 ﹥0.05 ﹤0.05 ﹥0.05 ﹤0.05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SAS 和 SDS 评分的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 SAS 和 SDS 评分组间无明显差异

（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上述量表评分均降低，且

研究组患者治疗后的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评分，两组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5）。详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SAS和SDS评分的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SAS评分 SDS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34 55.24±10.69 24.18±8.79 52.14±11.38 21.79±7.42
对照组 34 56.73±10.82 38.76±9.15 51.28±10.08 36.74±8.68

t 值 0.5712 6.7004 0.3299 7.6339
P 值 ﹥0.05 ﹤0.05 ﹥0.05 ﹤0.05

3　结论

神经根型颈椎病是疼痛科常见的疾病之一，好

发于中老年，近年来其发病逐渐年轻化，引起国内

外专家和学者的高度关注。如何促进神经根型颈椎

患者的康复和提高其生活质量是临床医生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目前，中西医结合治疗是改善神经根

型颈椎病患者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

手段［8］。本研究自拟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包括双氯芬

酸的对症支持治疗、中频电疗法、颈椎牵拉、特定

穴位的针灸推拿、桂枝加葛根汤加减等，同时辅以

心理护理干预，有效改善了患者的临床症状和心理

状况，从而促进患者的康复。

传统中医认为，人的情志活动与脏腑功能密切

相关。而由疾病所引起的精神刺激过重或持续时间

过长，均会导致脏腑功能的紊乱和失常［9］。现代研

究亦认为［10］，患者心理状况的好坏可直接影响到疾

病的发展。神经根型颈椎病由于症状复杂且病情反

复，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同时，还会导致不良

情绪和心理负担的产生，从而不利于患者的治疗和

康复。有研究亦表明，颈椎病等躯体疾病因素，对

患者的心理健康存在负面的影响。神经根型颈椎病

常伴随焦虑、抑郁等症状，长久如此，可降低机体

的耐受力，升高全身肌张力，从而加重患者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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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11］。给予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是减少患者负面心

理的重要手段，并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疾病的康复治

疗中。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的治疗的总有效

率为 91.18％，高于对照组的 70.59％，且研究组患

者治疗后的 VAS 评分和 NDI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的，且研究组患者治疗后的 SAS 和 SDS 评分亦显著

低于对照组（P<0.05）。研究结果提示了，心理护

理干预在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临床症状、颈部功能、

心理状况等方面的改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患

者的心理、情绪良好时，患者对待治疗的态度是积

极乐观，从而提高了治疗的依从性，在中西医结合

的治疗下，从而缓解了疼痛等临床症状。同时，心理

干预还有利于健康宣教开展以及患者健康教育知晓率

的提高，这也为治疗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有研究

指出［12］，良好的心理、情绪有助于活跃机体内的免疫

系统，协调各器官、改善代谢水平，同时亦可改善患

者因自主神经功能紊乱而引起的各种症状。

综上所述，中西医结合治疗联合心理干预能显

著缓解神经根型颈椎病，可有效减少患者焦虑、抑

郁等不良情绪的产生，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有助

于患者的预后以及病情转归，值得应用于临床。

参考文献

1. 银卫华。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疗效观

察。中医临床研究，2011；3（24）：26-27.

2. 胡炜，董振宇，李建江，等。中西医结合治疗神经根型

颈椎病临床研究。新中医，2012；44（10）；40-41.

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南京：南京

大学出版社，1994：186．

4. 孙宇（整理）。第二届颈椎病专题座谈会纪要。解放军医

学杂志，1994；19（2）：156-158.

5. 杨俊萍。玻璃酸钠联合双醋瑞因和氨基葡萄糖治疗骨

关节炎疗效观察。山西医药杂志：下半月，2013；（4）：

415-416.

6. 段玉丞，申广平，李新建。抗阻肌力训练与刮痧干预颈

部功能障碍的疗效比较。康复学报，2015；04：27-30.

7. 赵琼霜。层级护理模式在消化科病房管理中的应用分析。

当代医学，2014；20（14）：114-115.

8. 樊丽军。神经根型颈椎病中西医结合疗法。时珍国医国

药，2014；25（12）：2956-2957.

9. 龙建敏。浅谈心理护理的临床意义。求医问药：下半月刊，

2011；9（10）：430-430.

10 .  李茹，徐瑞瑞，施云清，等。护理干预对神经根型

颈椎病患者康复的影响。中华全科医学，2010；（8）：

1064-1065.

11. 袁红网，许红梅，雷春华。中西医结合延续护理对神经

根型颈椎病患者的身心影响。中西医结合护理（中英文），

2015；1（2）：46-48.

12 .  王绍丽，成惠娣，徐星星。情绪干预在交感神经型

颈椎病患者治疗中的应用。护理管理杂志，2015；09：

650-652.

 　　　　　　　　　  （收稿日期：2016 年 11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