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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治疗联合微波治疗对几种皮肤性病的治疗效果

史修波 、 兰小琼 、 佘冬华 、 李向东

【摘要】目的　探究心理治疗联合微波治疗对几种皮肤性病的治疗效果。方法　以来我院就医

的 100 例皮肤性病患者作为目标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对照组 50 例患者应用微波治疗，

试验组 50 例患者在微波治疗的基础上应用心理治疗，研究对比两组皮肤性病患者的临床疗效、焦

虑评分、抑郁评分及生活质量评分。结果　实验组 50 例患者的总有效率为 80.00％，显著高于对照

组（64.00％），（P< 0.05）；治疗后，两组皮肤性病患者的焦虑评分、抑郁评分及生活质量评分均较

治疗前有显著改善，（P< 0.05），但实验组的焦虑评分、抑郁评分及生活质量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

（P< 0.05）。结论　对皮肤性病患者采取心理治疗联合微波治疗，能显著改善患者的心理状况，提

高其生活质量，促进病情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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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therapy combined microwave therapy on patients with skin and venereal dis-
eases　SHI Xiubo，LAN Xiaoqiong，SHE Donghua，et al.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People's Government in Chengdu 
Office Hospital，Chengdu 61004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sychotherapy combined microwave therapy on patients with skin 

and venereal diseases. Methods　100 cases of skin and venereal disease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randomly，each group had 50 patients. The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microwave，while the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psychotherapy combined microwave therapy，

the clinical efficacy，anxiety score，depression score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effective percentag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80.00％）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

trol group（64.00％）（P <0.05）. The scores of anxiety，depress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Psychotherapy combined microwave thera-

p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patients，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and promote disease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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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肤性病主要包括皮肤病和性病，属于临床较

为常见的一类疾病，较多研究显示，该病的发生、

发展和自身免疫系统存在较强的相关性［1］。临床发

现，大部分皮肤性病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均会存在不

同程度的负面情绪，它会影响治疗效果，因此，对

其实施相关的心理治疗十分必要［2］。我们观察了心

理治疗联合微波治疗对皮肤性病患者的效果，报道

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抽取来我院就医的 100 例皮肤性病患者（2013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2 月）作为此次实验的目标对象，

对 100 例患者进行随机对照分组。100 例皮肤性病患

者及其家属均对此次研究知情同意。

实 验 组 5 0 例 皮 肤 性 病 患 者 男 女 分 别 为 3 3
（66.00％）、17（34.00％）例，年龄均数为（49.85±

8.42）岁；患病时间为 6 个月至 3 年，平均为（9.86±

2.20）个月。皮肤性病类型：5 例患者为寻常疣，19
例患者为尖锐湿疣，2 例患者为扁平疣，3 例患者为

传染性软疣，4 例患者为皮赘，5 例患者为粟丘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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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例患者为皮脂囊肿，4 例患者为汗管瘤，5 例患者

为血管瘤。

对 照 组 5 0 例 皮 肤 性 病 患 者 男 女 分 别 为 3 2
（64.00％）、18（36.00％）例，年龄均数为（49.90±

8.36）岁；患病时间为 5 个月至 3 年，平均为（9.90±

2.23）个月。皮肤性病类型：4 例患者为寻常疣，18
例患者为尖锐湿疣，3 例患者为扁平疣，4 例患者为

传染性软疣，5 例患者为皮赘，4 例患者为粟丘疹，

4 例患者为皮脂囊肿，3 例患者为汗管瘤，5 例患者

为血管瘤。

实验组 50 例皮肤性病患者的一般资料和对照组

无显著区别（P <0.05），组间具有良好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 50 例皮肤性病患者应用微波治疗。微波

治疗主要是通过热效应和生物效应来达到治疗的目

的，病变部位经微波照射到后，可迅速吸收微波产

生热量，从而使机体增强自身的免疫功能，该治疗

方法和针灸的原理相同，且热敷效果远远高于中医

热敷治疗，且该治疗方法的适用症较广，对各类皮

肤性病均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本次研究所选患者，

其扁平疣、传染性软疣、寻常疣、尖锐湿疣、粟丘疹、

血管瘤、皮赘、皮脂囊肿、汗管瘤等临床症状，适

宜选择微波治疗。具体为：对患者的受损皮肤实施消

毒处理，并结合患者皮肤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微波

探头，合理设置探头的辐射功率、辐射时间，对病

变部位实施微波治疗，治疗结束后，为避免患者发

生感染，可给予其红霉素软膏对治疗部位进行涂抹。

 实验组 50 例皮肤性病患者在微波治疗的基础

上应用心理治疗，微波治疗参照对照组患者，同时

再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对其实施个性化、针对性心

理治疗，心理治疗由我院经验丰富的心理医师对患

者实施个性化治疗，每周 1～2 次，每次 30～45 分

钟，连续治疗 3 个月，具体治疗措施为：（1）患者

入院后，医师应热情接待患者，并给予充分的尊重，

切忌嘲笑、歧视患者，注意保护好患者的隐私，主

动和患者沟通交流，鼓励患者勇敢说出内心的想法，

认真倾听患者的诉说，和患者建立良好的关系，充

分获得患者的信任 . （2）结合患者的病情给予患者相

关的健康宣教，告知患者“大部分皮肤性病是可以

治愈的”，使其正确认识疾病，消除内心的顾虑，建

立治愈疾病的信心；对于部分久治难愈、病情反复发

作的患者，医师应对患者及其家属多进行思想教育，

尤其是嘱咐患者家属多给予患者鼓励、支持和关心，

使其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增加治疗疾病的信心。（3）
医师应告知患者“拥有一个乐观、积极的心态，有助

于促进疾病恢复，缩短治疗时间”，促使患者培养积

极乐观的心态。

1.3　评估指标及疗效评估标准

1.3.1　评估指标　研究对比两组皮肤性病患者

的临床疗效、焦虑评分、抑郁评分及生活质量评分。

焦虑评分、抑郁评分分别选择焦虑自评量表（SAS）、

抑郁自评量表（SDS）进行评定，量表总分均为 100
分，以 50/53 分为界限，高于 50/53 分表示患者存在

焦虑、抑郁现象，得分越低，表示患者的焦虑及抑

郁程度越轻，治疗效果越好［3］。生活质量评分选择

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 QOL-100 量表［4］进行评定，总

分为 120 分，得分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好，治疗

效果越好。

1.3.2　疗效评估标准［5］　 治疗后，若患者受损

皮肤结痂脱落，且皮肤恢复正常为治愈；若患者受损

皮肤结痂脱落，且皮肤明显恢复为显效；若患者受损

皮肤结痂脱落，且皮肤有所恢复为有效；未达到上

述评估标准为无效；总有效率 = 治愈率 + 显效率 + 有

效率。

1.4　统计学分析

 对评估指标选择统计学软件（SPSS22.0）进行对

比研究，焦虑评分、抑郁评分及生活质量评分（计量

资料，（x±s）的统计方法采用 t 检验，临床疗效（计

数资料，（n ，%））的统计方法采用 χ2 检验，P<0．

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研究结果

2.1　比较两组皮肤性病患者的临床疗效

实验组 50 例患者的总有效率为 80.00％，显著

高于对照组（64.00％），统计学具有意义（P<0.05），

数据如表 1：
表1　比较两组皮肤性病患者的临床疗效（n，%）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实验组 50 10 16 14 10 80.00*

对照组 50 4 12 16 18 64.00

注：*与对照组相比较（P<0.05）。

2.2　比较两组皮肤性病患者的焦虑评分、抑郁

评分

治疗后，两组皮肤性病患者的焦虑评分、抑

郁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显著改善，统计学具有意义

（P<0.05），但实验组的焦虑评分、抑郁评分显著低

于对照组，统计学具有意义（P<0.05），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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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比较两组皮肤性病患者的焦虑评分、抑郁评分（x±s，分）

组别 例数
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实验组 50 62.32±3.61 45.12±3.52*# 59.56±3.15 43.12±2.81*#

对照组 50 62.29±3.58 52.12±3.25# 59.50±3.20 51.43±3.11#

注：*与对照组相比较（P<0.05）；#表示组内治疗前后

比较（P <0.05）。

2.3　比较两组皮肤性病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

治疗后，两组皮肤性病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均

较治疗前有显著改善，统计学具有意义（P<0.05），

但实验组的生活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统计学

具有意义（P<0.05），如表 3：
表3　比较两组皮肤性病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x±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实验组 50 79.15±3.45 98.62±3.58*#

对照组 50 79.20±3.50 87.74±3.45#

注：*与对照组相比较（P<0.05）；#表示组内治疗前后比较

（P<0.05）。

3　讨论

皮肤性病易反复发作、迁延难愈，再加上患者

对疾病的不了解，常易产生自卑、恐惧、害怕等负

性情绪，使其不愿与他人接触，易对外界产生抵触

情绪，严重者还易出现精神抑郁症状，严重影响了

患者的日常生活及工作，使其生活质量严重下降，

因此，对皮肤性病患者实施心理治疗十分重要［6-8］。

目前，临床治疗皮肤性病的方法较多，主要

包括药物治疗、物理治疗，近些年，随着生物医学

模式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心理治疗的作

用［9，10］。本研究为探究心理治疗在皮肤性病患者的

干预效果，对 100 例患者分别实施微波治疗、微波

治疗 + 心理治疗干预，心理治疗主要是指结合患者

的病情及实际情况对其实施针对性心理治疗，具体

包括和患者建立良好的关系、认真倾听患者的内心

感受、获得患者信任、对患者实施心理健康教育、

培养患者积极乐观的心态等治疗步骤，

我们的研究发现，治疗后，实验组 50 例患者的

总有效率为 80.00％，显著高于对照组 64.00％，统

计学具有显著意义，且两组皮肤性病患者的焦虑评

分、抑郁评分及生活质量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显著改

善，统计学具有显著意义，但实验组的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及生活质量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本结果

说明通过对皮肤性病患者实施恰当的心理治疗，可

以有效缓解患者的焦虑、恐惧、害怕、烦躁、悲观

等负面心理，使其正确认识和对待疾病，增强其战

胜疾病的信心，提高其治疗依从性，缩短其治疗时

间，有助于降低部分皮肤性病的复发率，因此，对

皮肤性病患者实施心理治疗具有较显著的临床意义，

有助于患者早日恢复病情，改善其生活质量。

 总之，本研究发现对皮肤性病患者采取心理治

疗合并微波治疗，能更好得到改善患者的心理状况，

提高其生活质量，促进病情恢复。本研究也存在一

些不足，首先，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而且所有样本

均来自同一家医院；其次，本研究所用的心理治疗不

一定适合所有患者，仍需更多的研究来探索更加合

适的心理治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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