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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放松护理对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疼痛及睡眠障碍的影响

刘　倩 、 于树红 、 邹树红 、 徐筱晴

【摘要】目的　探讨心理放松护理对于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疼痛及睡眠障碍的影响。方法　将 80

例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n=40）接受常规护理 4 周，观察组（n=40）在对照组

基础上辅以心理放松护理 4 周。两组护理前后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视

觉模拟疼痛量表（VAS）及匹茨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进行评估，并进行护理前后比较及组间

比较。结果　护理前两组患者上述量表各项评分均无显著差异（P> 0.05）；护理后两组的 SAS、SDS、

VAS 及 PSQI 评分均显著降低（P< 0.05），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心理放松护理能显

著减轻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的疼痛、睡眠障碍及焦虑抑郁情绪，值得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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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relaxation nursing on pain and sleeping disorders in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tic radiculopathy　LIU Qian，YU Shuhong，ZOU Shuhong，et al. Qingdao Municipal Hospital，Qingdao 
26601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relaxation nursing on pain and sleeping problems 

in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tic radiculopathy.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tic radiculopath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n=40）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n=40）.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psychological relaxation care on the basis of the nursing care of the control 

group. All the patients were treated for 4 weeks. All patients received questionnaires of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Visual Analogue Scale（VAS）and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We assessed the group differences of each questionnaire’s total score between two groups，

we compared the changes of the total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group differ-

ences in all the scales before intervention（P>0.05）. Compared with pre-intervention，the scores of VAS，SAS，SDS 

and PSQI in both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P<0.05）in the post-intervention，In addition，the scores of 

VAS，SAS，SDS and PSQI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relaxation care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the pain and the symptoms of sleep disorders in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tic radiculopathy，and improve symptom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thus it is worth popularizing 

in clinical sit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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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病是由于颈椎骨关节退行性变或颈椎椎

管内外软组织病变，导致神经根受压或刺激而产生

的临床综合征，以神经根型颈椎病最为多见，占

60％～70％［1］。疼痛是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的突出

临床表现，严重时可出现剧烈疼痛及明显颈椎功能

受限，容易导致患者不良情绪发作及睡眠障碍［2］。

临床研究证实，对颈椎病患者开展合理的心理护理

干预不仅有利于缓解负性情绪及疼痛程度，且有利

于改善睡眠质量及临床预后［3，4］。本研究观察了心理

放松护理对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负性情绪、疼痛程

度及睡眠障碍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我院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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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 80 例。纳入标准：（1）符合《颈

椎病诊治与康复指南》［5］中神经根型颈椎病的诊断标

准，经 X 线、CT 或 MRI 检查确诊；（2）年龄 18～65
岁。排除标准：（1）合并其他躯体疾病、重要脏器

功能障碍或原发病患者；（2）既往精神病史或有家

族精神病史者；（3）合并颈椎外病变、颈椎及椎管

内肿瘤、骨关节结核患者；（4）具有药物或酒精依

赖、药物滥用者。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

与对照组，各 40 例。观察组中男 24 例，女 16 例，

年龄 33～65（50.67±5.67）岁；病程 0.5～6（2.45±

1.43）年；病变部位：10 例 C3～C4，10 例 C4～C5，12
例 C5～C6，4 例 C5，2 例 C6，2 例 C7。对照组中男 27
例，女 13 例，年龄 27～65（48.97±5.12）岁；病程

0.5～7（2.29±1.21）年；病变部位：9 例 C3～C4，11
例 C4～C5，11 例 C5～C6，5 例 C5，2 例 C6，2 例 C7。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本研究已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所有患者自

愿参与本次研究 并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1.2　护理方法

患者均接受中低频治疗、颈椎牵引、腺苷钴胺

肌注（1.5mg/ 次，1 次 /d）及通迪胶囊口服（0.9g/ 次，

3 次 /d）等常规保守治疗，各组治疗方法基本相同。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

心理放松护理，两组均护理 4 周。

1.2.1　常规护理干预　（1）治疗护理：中低频

治疗期间加强巡视，如有局部发热、刺痛时及时停

止治疗并及时排查原因。颈椎牵引前评估患者的病

变部位及疼痛程度，介绍牵引原理及相关注意事项，

争取其理解和配合。（2）健康教育：介绍颈椎病发生、

发展、转归和保健等相关知识，耐心解答其疑问，

提高其对疾病的正确认识。（3）心理护理：鼓励患者

主诉内心的想法或感受，通过点头、微笑等非语言

沟通配合语言交流表示对患者的同情和理解，予以

针对性心理疏导和安慰，缓解其负性情绪。（4）生活

起居指导：嘱患者尽量睡硬质床并选择变形范围较

小的枕头，侧卧时以但肩宽度为宜，仰卧时枕高一

拳左右，且枕头必须置于颈肩之间，避免长期高枕

增加颈脊侧弯以及前曲度，并可改善睡眠质量。帮

助患者建立作息时间表，鼓励并监督患者严格执行

作息时间表，睡前避免剧烈运动、饮浓茶、咖啡等，

可采用热水泡脚、饮热牛奶等促进睡眠。疼痛剧烈、

入睡困难者，可遵医嘱使用去痛片及镇静安眠药物

帮助患者缓解疼痛、促进睡眠。（5）功能锻炼指导：

根据患者的耐受程度指导患者进行颈部前屈、后伸、

侧屈及左右旋转运动，维持 5～15s/ 次，休息 30s 后

重复，重复 5～10 次。

1.2.2　心理放松护理　在建立良好护患关系的

前提下，根据患者的年龄、文化程度及理解能力等

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负性情绪对疼痛、睡眠质

量及疾病康复的影响，讲解心理放松护理的目的、

步骤及优越性等，争取其理解和配合。护理前嘱患

者排空大小便，着宽松舒适的衣服，为其提供多首

不同类型的优美、舒缓的音乐，患者试听后自行选

择。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如下心理放松护理：（1）
音乐疗法：采用手机、MP3 或平板笔记本电脑等播放

音乐，患者取舒适仰卧位或半卧位，避免屈脖，调

整音乐分贝，鼓励患者闭目聆听音乐并逐渐融入音

乐情境进入放松境界，必要时可交替配合有趣的故

事或相声播放，起到转移疼痛注意力、心境平和、

呼吸松弛的效果。（2）音乐冥想：在音乐背景下，指

导患者默念放松等自我暗示短语保持全身心放松，

并在音乐伴随下回忆既往快乐的体验或人事，起到

舒缓身心的作用。如疼痛明显患者，诱导患者冥想

或默念“疼痛很快消失”，酌情配合镇痛药物可缓解

患者的疼痛感，提高其治疗信心。（3）呼吸训练：指

导患者随着音乐节律深慢呼吸，经鼻深吸气至最大

限度并缓慢凸起腹部，维持 2～3s 后缓慢经口呼气

并收缩腹部，如此反复数次。（4）放松训练：患者在

安静环境下仰卧或半卧于床上，采用统一的指导语

或规定程序，指导患者在音乐背景下进行全身肌肉

收缩放松练习。将注意力集中于某一部位，如指导

患者缓慢吸气 10s 并逐步握紧拳头，在呼气时缓慢

放松，以感觉前臂、手指及手掌肌肉紧张感为度。

按照相同方式进行头面部、颈肩部、胸腹部及四肢

肌肉收缩 - 放松训练。每日午睡前及晚睡前各 1 次，

每次 20～30min。

1.3　观察指标

护理前及护理第 28d，用 Zung 焦虑自评量表

（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6］评价患者的心理

状态，得分越高表示焦虑、抑郁越严重；用视觉模

拟疼痛量表（VAS）评价疼痛程度，总分 0～10 分，

得分越高则疼痛越重；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PSQI）［7］评价睡眠质量，总分 0～21 分，得分越高

则睡眠质量越差，总分 >7 分判定为睡眠障碍。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9.0 版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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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神经根型颈椎病的患者饱受身心痛苦，情感脆

弱且依赖性较强，容易引起不良情绪或心理应激反

应。这些负性情绪或心理应激可随着病程迁延而发

展成为焦虑症、抑郁症等情绪心理障碍，不仅影响

自身躯体疾病康复，还将加重患者的疼痛感受及睡

眠障碍［3］。因此，对神经根型颈椎病治疗中介入适

当的心理干预，可达到身心兼治、相辅相成的效果。

现代心理学研究认为，情绪状态与肌肉活动之

间具有相互抑制、相互影响的作用［8］。心理放松护

理是一种融合了心理学、行为医学、物理学、康复

学及美学等多学科理论、技术的新型医疗模式，目

前已作为一种补充替代疗法，应用于多种慢性疾病

的临床护理中。且临床实践证实其可改善患者的负

性情绪及自我效能，促进病情康复［9］。传统心理护

理多采用语言、暗示及行为干预等方式调节患者的

心理认知，从而起到调节情绪状态的作用，方法较

为单一；而心理放松护理则是通过音乐刺激调节患者

的紧张的精神、情绪状态，转变患者的思想观念与

认知理念，进而调动其主观能动性。同时，在音乐

背景下冥想、自我暗示及全身肌肉放松训练，能够

实现身心放松、分散注意力的效果。临床研究显示，

心理放松护理能够提高受试者的轻松感和愉悦感，

增强或稳定神经 - 内分泌系统、神经 - 免疫系统功

能，有利于内环境的稳定，从而缓解其心理应激，

缓解其焦虑抑郁情绪［10］。本研究中，观察组在常规

护理基础上，通过音乐背景下冥想、呼吸训练、肌

肉收缩 - 放松等心理放松护理后，SAS 及 SDS 评分

均较只实施常规护理的对照组明显降低（P<0.05），

证实心理放松护理能够有效地缓解神经根型颈椎病

患者的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

神经根型颈椎病所致眩晕、肢体疼痛及麻木等

可导致睡眠障碍，而睡眠障碍又会加重上述症状。

临床研究表明，睡眠障碍不仅是生理紊乱的表现，

同时也是一种心理紊乱过程［11］。心理放松护理可通

过音乐的音色、音调、旋律及节奏等良性刺激而发

挥抑制 - 兴奋和镇静镇痛作用，在缓解患者的疼痛

感受的同时改善患者的睡眠障碍。同时，音乐背景

下心理放松护理能够使患者在紧张 - 放松状态下自

我协调，能够增强其心理意念、转移注意力。临床

研究认为，放松训练还可激发患者的代偿潜能，帮

助患者有意识地调节心理与生理活动，从而减轻机

料以均数 ± 标准差（ x±s）描述，比较经 t 检验；计

数资料以百分比（n，％）表示，比较采用 χ2 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前后 SAS、SDS 评分比较

护理前两组 SAS、SD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护理后两组患者上述评分均较护理

前显著降低（P<0.05），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见表 1。

2.2　两组护理前后 VAS、PSQI 评分比较

护理前两组的 VAS、PSQI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护理后均显著降低（P<0.05），但

对照组护理后的 PSQI 评分仍大于 7 分，显示此组患

者有睡眠障碍。护理后观察组的 VAS 及 PSQI 评分均

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且 PSQI 评分小于 7 分，

显示此组患者无睡眠障碍。见表 2。

表1　两组护理前后SAS、SDS评分比较（ x±s，分）

组别
SAS SD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n=40） 57.85±6.43 41.45±4.43*# 56.71±5.93 40.56±4.02*#

对照组（n=40） 58.04±6.68 48.12±5.43* 57.89±6.41 46.52±4.78*

注：与本组护理前比较，*P<0.05；护理后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2　两组护理前后VAS、PSQI评分比较（ x±s，分）

组别
VAS PSQI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n=40） 6.71±1.23 1.56±0.45*# 12.24±1.61 5.48±0.81*#

对照组（n=40） 6.59±1.15 3.12±0.83* 12.53±1.74 8.65±1.41*

注：与本组护理前比较，*P<0.05；护理后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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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应激反应并增强机体对于疼痛及应激反应的对抗

能力［12］。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护理后 VAS 及 PSQI

评分均较护理前显著改善，但观察组的改善程度较

对照组更为显著（P<0.05），进一步证实心理放松护

理能够减轻患者的疼痛及睡眠障碍，优于常规护理。

综上所述，在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的临床治疗

中开展心理放松护理有利于缓解其焦虑抑郁情绪、

减轻疼痛程度及睡眠障碍，有利于改善患者的生活

质量及临床预后，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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