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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语言程序技术对胸腰椎体骨折患者焦虑抑郁的影响

王　薇 、 李　颂 、 徐思蕊 、 万　丽

【摘要】目的　研究神经语言程序技术（NLP）对胸腰椎体骨折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

方法　选取 86 例在本院治疗胸腰椎体骨折的患者，分为实验组（n=43）和对照组（n=43），对照组患

者采取常规的治疗手段和护理措施，实验组患者除进行常规治疗和护理之外，需再给予神经语言程

序的干预治疗。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分别进行评估，并

对比两组患者在干预前后的焦虑和抑郁状况。并对两组患者对治疗及护理的依从性进行比较。结果

　经过神经语言程序的干预治疗，实验组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状况较对照组病患有更好的改善，其依

从率也显著高于对照组。 结论　神经语言程序技术的干预可更有效降低胸腰椎体骨折患者患焦虑和

抑郁情绪，提高患者依从性。

【关键词】神经语言程序；胸腰椎体骨折；焦虑；抑郁；依从性

【中图分类号】R749.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18）05-0948-04

The impact of neural language program on the emotion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patients with thora-
columbar fracture　　WANG Wei，LI Song，XU Sirui，et al.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
sity，Harbin 150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impact of neural language program on the emotion of anxiety and depres-

sion of thoracolumbar fracture patients. Method　86 patients with thoracolumbar fractur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ment group（n=43）and the control group（n=43）.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ordinary treatment and 

nursing measures，while patien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extra intervention based on neural language program.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and 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were used to assess the level of depres-

sion and anxiety in patients. And compliance were measur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Better 

improvement in depression and anxiety condition occurred on patien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had better compliance rate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Neural language pro-

gram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emotion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thoracolumbar fracture，

and can promote compli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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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胸腰段椎体骨折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骨折类

型［1］。统计数据显示每年全世界有超过 500 万人的

脊柱骨折患者［2-3］，导致胸腰椎骨折的原因有很多，

其中发生率日趋增多的主要原因有车祸及高处坠落

伤，这部分原因导致的骨折人数占脊柱骨折的 90％

左右［4］。胸腰椎骨折的临床症状主要神经性损伤，

如肢体麻木，大小便失禁；致伤部位局部压痛损伤，

引起剧烈疼痛；严重时还伴有合并损伤，如病患发生

休克，呼吸障碍及意识障碍等［5］。对于胸腰椎体骨

折的患者，焦虑和抑郁等情绪是最常见的心理障碍。

焦虑，即人受到威胁或感到要有不良后果发生时产

生的一种情绪体验；抑郁，主要表现特征为兴趣缺

乏、情绪低落等［6］。神经语言程序（neuro-linguistic 

programming，NLP）由美国的约翰·格瑞德和理

查·班德勒创立，它以家庭治疗、催眠治疗及沟通

等方法为基础，经过发展和完善，逐渐成为一种沟

通模式。神经语言程序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被广泛

应用，其中激发潜能、心理治疗、个人成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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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人际沟通与成功辅导是神经语言程序应用最

为普遍的方面［7］。本文旨在通过对脊柱胸腰段椎体

骨折的病人进行神经语言程序的干预治疗，研究此

方法对脊柱胸腰段椎体骨折患者焦虑及抑郁情绪的

影响，为降低患者出现焦虑和抑郁等不良心理障碍

的风险提供数据支持，也为后期治疗提供参考指南。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 年 10 月 ~12 月在本院接受脊柱胸腰

段椎体骨折治疗的患者 86 例作为研究对象，由课题

组派专员进行随访调查，在随访过程中做到无失访、

漏防患者，并做好随访记录。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所有受访者均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入

组标准：（1）经医院相关检查确诊为脊柱胸腰段椎

体骨折；（2）均有符合 ICD-10 焦虑和抑郁诊断标准

的症状表现；（3）所有患者均为首次接受治疗。将

这 86 例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的方法随机分为实验组

（n=43）和对照组（n=43），其中实验组患者中男性

21 例，女性 22 例，年龄 16~52 岁，平均年龄（42.4
±1.5）岁；对照组患者中男性 23 例，女性 20 例，年

龄 21~54 岁，平均年龄（40.1±2.3）岁。实验组及对

照组的患者在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上无统计学差

异（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n）
性别

年龄（岁）
男 女

实验组 43 21 22 42.4±1.5

对照组 43 23 20 40.1±2.3

检测项 χ2=3.045 t =0.316

P值 P=0.103 P=0.216

1.2　方法

1.2.1　对照组干预方法　对照组的患者采取常

规的治疗和护理方法，包括给予患者安神补脑液进

行药物治疗及常规心理护理，如与患者建立良好关

系、对患者进行鼓励、防止患者自杀等，并对患者

出现的各种并发症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措施。

1.2.2　实验组干预方法　在对实验组患者进行

常规治疗和护理的基础上，针对患者焦虑和抑郁的

具体情况［8］，秉承个体化、针对性提供帮助的原则，

采取 NLP 干预措施。

1.2.2.1　NLP 小组成员组成及 NLP 内容的制订

　成立 NLP 小组，组内共 5 名成员，其中 1 名成员

须为咨询师，并具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负

责与患者进行深度交流与沟通。其余 4 名作为辅助

成员，主要负责协调工作，如患者与咨询师之间的

沟通、安排咨询师的咨询时间等。心理咨询师根据

辅助成员收集整理的患者基本信息资料制定第一次

谈话沟通的切入点及内容；并根据本次的谈话内容反

馈来制定下次谈话的切入点及内容。

1.2.2.2　NLP 实施　根据实验安排，NLP 小组中

的辅助人员在前期与患者沟通后，应用抑郁自评量

表、焦虑自评量表对患者进行评估，了解患者相关

基本情况后，与心理咨询师约定时间，采用 NLP 技

术对患者实施心理咨询［7］。在心理咨询过程中，心

理咨询师运用 NLP 技术与患者进行一对一交流，遇

到患者焦虑或持续性心情低落、情绪抑郁等情况时，

可采用复述、感性响应等沟通技巧与患者建立信任，

让患者精神放松，缓解患者心理压力［9］。在进行深

入的心理咨询过程中，让患者勇于表达自己的情绪

感受，用代入式等借力法帮助患者认识自己，学会

如何给自己建立信心和力量［10，11］。谈话结束后总结

谈话内容，制定相应调节心理情绪的计划。下一次

做心理咨询时先回顾前一次的内容，根据患者心理

情绪调整情况进行第二次咨询［12］。根据患者不同的

心理情况，心理咨询师在谈话过程中在 NLP 技术基

础上作顺序及方式的调整。采用连续多次的辅导方

式，每次心理咨询时间控制在 60~90 分钟内，每周

进行 1 次。

1.3　评价方法及评价指标

1.3.1　评价方法　每次心理咨询结束时，辅助

人员安排患者写出自己进行辅导后的真实内心感受，

并整理谈话记录交患者签字。根据患者反馈内容及

HAMD 和 HAMA 评定项目的评定结果以及医院护士

对患者依从性的情况反映评估心理咨询效果。

1.3.2　评价指标和判定标准　采用汉密尔顿抑

郁量表（HAMD）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分

别对患者干预前和连续干预 2 个月后的抑郁和焦虑

状况进行评价。HAMD 对患者抑郁情绪、睡眠、全

身症状、性症状、绝望自卑感等 24 项进行评分；

HAMA 对患者紧张、害怕、失眠、认知障碍、感觉

呼吸系统等 14 项进行评分。两表均采用 0-4 分的 5
分评分法，得分越高，说明患者焦虑、抑郁越严重。

在 NLP 程序干预治疗中的依从性评价标准分为

以下几类：（1）完全依从：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严格按

照医生的嘱咐执行，坚持按时服药，按时检查，配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8 年第 45 卷第 5 期- 950 -

◎

护
理
探
讨◎

 N
ursing discussion

合医护人员的工作；（2）基本依从：患者在治疗过程

中基本按照医生的嘱咐执行，偶尔存在不规范治疗

的情况，及消极应付医护人员的行为；（3）不能依

从：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经常不按医生嘱咐执行，不能

按时吃药，也不定期进行常规检查或在治疗过程中

自行中断治疗。总依从率 =（完全依从 + 基本依从）

/ 总例数 ×100％。

1.4　统计学方法

运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

料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取 t 检验；

计数数据用率或百分比（n，％）进行表示，并进行

χ2 检验，P<0.05 有显著性差异标准。

2　结果

2.1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 HAMD 和 HAMA 评分

的比较

干 预 前 ， 实 验 组 和 对 照 组 患 者 的 H A M D 和

HAMA 评分无统计学差异（P>0.05）。干预后，实验

组和对照组的 HAMD 和 HAMA 评分均显著低于干预

前（P<0.05），且实验组的 HAMD、HAMA 评分均显

著低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 2。
表2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HAMD和HAMA（x±s，分）

 组别 例数
HAMD HAMA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实验组 43 34.4±4.3 5.6±2.4* 25.4±3.9 5.7±2.1*

对照组 43 32.7±6.9 8.3±2.7* 23.1±5.4 6.8±1.6*

t值 0.375 2.737 0.382 2.073

P值 0.263 0.008 0.601 0.023

注：与干预前相比，*P<0.05。

2.2　干预后实验组及对照组患者对治疗的依从

性比较

干预 2 个月后，实验组患者的总依从率明显高

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依从率对比（n，％）

组别 完全依从（n％）基本依从（n％） 不依从（n％）依从率（n％）

实验组 24（55.8） 15（34.9） 4（9.3） 39（90.7）

对照组 18（41.9） 9（21.9） 16（37.2） 28（62.8）

χ2值 4.107

P值 0.012

3　讨论

胸腰椎骨折是一种常见的较为严重的骨折类型，

产生的主要原因为外力作用，结果多为胸腰椎骨质

的连续性损伤。由于骨折程度比较严重，且为连续

性损伤，所以患该病的患者情绪也相对不稳定，主

要表现症状有焦虑，抑郁，愤怒等［13］。骨折患者对

比其他患者更易产生焦虑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疾病给患者心理带来的威胁，使患者产生恐惧心理；

患者对该骨折的状况及治疗手段的认识不足，对预

后不够清楚，进而导致焦虑；患者对治疗过程和治疗

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有所怀疑，对所处的医院环

境感到担忧，以及对就诊环境中紧张氛围的恐惧［14］。

抑郁也是骨折患者的不良精神状态，原因可能

有：此类疾病预后不佳，且可能导致患者出现各种较

为严重的并发症，容易导致患者产生抑郁情绪；此种

疾病可能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和工作，且在治疗过程

中可能给患者带来经济负担［15］，此时患者也会出现情

绪低落等现象。严重骨折患者的情绪通常不稳定，患

者情绪的变化可能使患者对治疗本身产生抵触心理，

导致患者不遵守医嘱以及对护理人员工作的不配合。

本研究结果显示，NLP 干预后，实验组患者

HAMD 和 HAMA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依从

率也显著高于对照组。这说明 NLP 干预能够显著改

善胸腰椎骨折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让患者能够

在更轻松的心理状态下接受治疗。实验组患者通常

集体参加 NLP 干预治疗，这为患者提供较好的病情

交流与讨论的机会，从而减轻了患者心理负担，使

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有所改善，从而提高了患者

对治疗的依从性，产生良好的治疗效果［12］。研究发

现［7］，NLP 干预能有效激发患者配合治疗，减少患

者对治疗的恐惧感，使患者重新建立信心，从而更

积极主动地配合治疗。

大量研究显示，疾病给患者的心理造成的负面

影响远超过疾病本身带来的影响，而患者的配合情

况会直接影响治疗效果，因此患者的心理健康将直

接关系到疾病的治疗和患者的恢复。在本研究中，

骨折患者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在 NLP 干预下得到较

好控制，患者依从率也大大增加。因此在对骨折患

者治疗过程中，医护人员应在关注手术和药物治疗

效果的同时，不能忽视对患者负性情绪的干预和管

理，这对骨折患者的临床治疗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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