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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智能干预对颌面部骨折患者的负性情绪和康复效果的影响

赵　莉 、 何　林 、 陈　艳 、 王　畅

【摘要】目的　探讨情感智能干预对颌面部骨折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治疗依从性及康复效果

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 2015 年 5 月 1 日 ~2017 年 5 月 31 日收治的 70 例颌面部骨折患者，按照随

机数字表的方法分为观察组（n=35）和对照组（n=35），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干预措施，观察组

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加以实施情感智能干预。分别对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

郁自评量表（SDS）评分、患者的治疗依从性、肿胀消退时间和术后住院时间进行比较。结果　两

组患者干预前 SAS 和 SDS 评分组间差异不明显（P> 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SAS 和 SDS 评分均明

显低于干预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 0.05）；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依从率为 91.43％，显

著高于对照组患者的 71.43％（P< 0.05）；观察组患者的肿胀消退时间和术后住院时间亦短于对照组

（P< 0.05）。结论　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合并情感智能干预可以更好地改善颌面部骨折患者的焦虑、

抑郁情绪，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加快了恢复进程，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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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tervention on the negative emotion and treatment compliance 
as well as rehabilitation effect of patients with maxillofacial fracture　　ZHAO Li，HE Lin，CHEN Yan，et al. 
Suining Central Hospital in Sichuan Province，Suining 629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tervention on the negative emotion and 

treatment compliance as well as rehabilitation effect of patients with maxillofacial fracture. Methods　70 cases of pa-

tients with maxillofacial fractune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1st，2015 to May 31th，2017 were collected，then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all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n=35）and control group（n=35）.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one. The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and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

scores，treatment compliance，swelling subsided time and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AS and SDS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P>0.05）；After intervention，SAS and SDS scores in both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intervention，and SAS and SDS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1.43％，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was71.43％（P<0.05）；In addition，the swelling time and postoperative 

hospitalization tim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the implementation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tervention can be better to im-

prov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of patients with maxillofacial fracture，and improve the patient's compliance also 

speed up the recovery process. Thus，it is worth promoting.

【Key word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tervention；Maxillofacial fractures；Anxiety；Depression；Treatment com-

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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颌面部骨折主要是因外伤致颌骨断裂，是口颌

面部外伤常见病之一。该骨折常见的骨折类型包括

上颌骨骨折和下颌骨骨折［1，2］。颌面部骨折极易造成

患者大出血，且会因肿胀等情况致使呼吸道阻塞发

生，加之由于颌面部骨折的部位较为特殊，如果留

下瘢痕即会影响患者的外貌，因而给生理和心理均

造成了程度不一的伤害，促使患者产生较为明显的

焦虑和抑郁情绪［3，4］。 多学科联合治疗及注重患者心

理健康是目前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5］。本研究通过

对收治的颌面部骨折在针对性治疗的基础上实施了

情感智能干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5 年 5 月 1 日 ~2017 年 5 月 31 日

收治的 70 例颌面部骨折患者。纳入标准：（1）经 X

线片或 CT 检查确诊为颌面部骨折；（2）病人不存在

言语交流障碍；（3）不存在颅脑损伤、内脏损伤及

严重内科疾病等。将符合以上标准者按照随机数字

表的方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5 例，其中观察

组患者中包括男性 20 例，女性 15 例，平均年龄为

34~46 岁，平均年龄（38.57±3.44）岁，下颔骨折 17
例，上颔骨折 11 例，颧骨骨折 6 例，眶骨骨折 1 例；

车祸致伤 14 例，跌倒 10 例，打击外伤 11 例；对照

组患者中包括男性 16 例，女性 19 例，平均年龄为

34~46 岁，平均年龄（41.30±5.02）岁，下颔骨折 12
例，上颔骨折 15 例，颧骨骨折 5 例，眶骨骨折 3 例；

车祸致伤 17 例，跌倒 12 例，打击外伤 6 例，经比

较，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及骨折类型等配对因素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研究取得医学伦理

审批，所有患者均自愿参加本项研究。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干预措施，包括对症护理、

饮食护理、药物护理等。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

加以实施情感智能干预，训练时间按量化标准，院

外随访 3~4 次，总干预时长 3 个月。具体如下：（1）
提高自我意识能力：护理人员首先与患者进行个别

交谈和疏导的方式，倾听患者的诉求，运用语言和

情感交流引导患者积极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和意愿，

并形成其遇到疾病问题就及时表达的意识，同时训

练患者培养自觉抵御不良情绪的方法，如深呼吸法、

运动疗法等，并说明疾病的可防治性，使其建立信

心，积极配合治疗，每次干预时间为 15~30min，每

天训练 1 次。（2）加强自我情绪管理：由护理人员每

周定期组织病友交流会，并邀请自我管理良好的患

者现身说法，分享自我管理疾病和掌控自身不良情

绪对疾病的积极影响，提高患者自身情绪和延缓满

足自我情感的能力，同时促进各患者间互教互学，

共同进步。（3）心理暗示：医护人员可以通过语言行

为暗示和非语言行为暗示等方式进行引导，语言行

为暗示即与患者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和谈心和沟通交

流，在沟通的过程中不时的使用诱导性语言，使患

者信以为真，并在每天的对话中口头表扬患者每天

的进步，提升患者的自信心。非语言行为暗示可以

通过提供各类书籍报纸或观看患者感兴趣的电视节

目等措施，分散患者注意力，从而改善其心理不良

情绪。还可以通过营造安静、舒适、温馨病房环境，

减少患者的孤独感。（4）人际关系处理：采取一对

一辅导的方式，指导患者了解别人的情感（如家属、

探望的朋友等）及对别的情感作出适当反应的能力，

克服心理矛盾冲突，以平常心对待顺境和逆境，接

纳他人帮助，减少不良情绪。每周训练时间 1~2 次，

每次 15~20min 左右。

1.3　观察指标

分 别 对 两 组 患 者 干 预 前 后 的 焦 虑 自 评 量 表

（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评估患者焦虑抑

郁情绪的严重程的，得分越高表明焦虑抑郁情绪越

严重；比较两组治疗前后患者的治疗依从性高低、肿

胀消退时间和术后住院时间的长短。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8.0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计量

资料使用（x±s）表示，差异的比较使用 t 检验，计

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n，％），比较采用 χ2 检验。

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 SAS 和 SDS 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SAS 和 SDS 评分组间无明显

差异（P>0.05）；两组患者干预后的 SAS 和 SDS 评分

均明显低于干预前，且观察组评分低于对照组，差

异显著（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比较

观察组治疗总依从率为 91.43％，对照组治疗

总依从率为 71.43％，两组比较差异显著（P<0.05），

见表 2。

2.3　两组患者肿胀消退时间和术后住院时间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肿胀消退时间和术后住院时间亦

更短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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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SAS和SD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SDS评分 SAS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35 53.23±4.19 38.56±4.23 62.60±4.44 39.02±4.22

对照组 35 54.12±4.22 50.10±4.21 62.33±4.31 55.41±4.76

t值  0.511  9.592 1.075 10.852

P值 >0.05 <0.05 >0.05 <0.05

表2　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比较（n，％）

组别 n 完全依从 基本依从 不依从 总依从率（％）

观察组 35 21（60.00） 11（31.43） 3（8.57）  32（91.43）

对照组 35 12（34.29） 13（37.14） 10（28.57） 25（71.43）

χ2值  7.692

P值 <0.05

表3　两组患者肿胀消退时间和术后住院时间比较（x±s，d）

组别 n 肿胀消退时间 术后住院时间

观察组 35 4.23±1.21 5.22±1.30

对照组 35 6.27±1.75 7.30±1.79

t值 3.332 5.509

P值 <0.05 <0.05

3　讨论

颌面部骨折在全身骨折中约占 3％~4％，是颌

面外科的主要疾病之一。在颌面部骨折致伤原因中，

交通事故居首位，占 59.81％；其次是斗殴伤、坠落

伤和跌倒伤等［6，7］。在临床中，针对颌面部骨折患者

通常采用手术进行治疗，但其会引起一系列的生理

反应。虽然颌面部骨折对生命的威胁不如颅脑骨折

等那么严重和直接，但其本身对患者面部外形的破

坏、对咀嚼功能及其社会心理的负面影响，远远重

于身体其他部位的损伤［8］。

传统护理模式多关注患者的躯体层面的症状干

预，忽略了患者精神、心理及情感层面的干预，进

而导致患者在进行治疗的同时无法获得良好的身心

舒适度配合，大大减少了治疗和护理的效果。相关

文献表明［9］，不良的心理因素是一种特殊的致病因

素，可能会影响内分泌和机体免疫功能，进而对疾

病的发生、发展和康复造成不良影响。本研究的表

1 中可以看出，颌面部骨折患者的 SAS 和 SDS 评分

均达到了 50 分以上，说明此类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

的焦虑抑郁情绪，需引起医护人员的高度重视。鉴

于此，对患者在进行针对性治疗的同时，关注患者

的心理状态，并实施有效的心理护理措施亦必不可

少。Walter 等［10］人的研究显示良好的自我意识可以

使人面对应激、应对挫折和压力时更有信心，客观

自我评价、积极的自我接纳和健康的自我形象是心

理健康的表现。本研究对收治的颌面部骨折患者开

展不同的护理干预，其中观察组的患者实施了情感

智能干预措施，其认为人的情感智能具备了一种洞

察个人与他人的感受和情绪的能力，即实施语言行

为暗示和非语言行为暗示使病人展开联想，促使患

者能形成正确的自我意识，实现正确的自我情绪管

理，并学会利用周围的资源积极应对挫折和管理压

力，以合理的自我表达方式将内心的情绪进行宣泄，

沉淀心情，同时以护士作为主导者，教授患者克服

心理矛盾冲突、协调和平衡情绪的技巧，进而促使

大脑释放出一定量的神经元物质，进而获得生理和

心理快感。本研究的结果发现，实施情感智能干预

后，观察组患者的心理自评量表评分明显低于对照

组，且观察组积极配合治疗的行为是的其治疗总依

从性高于对照组。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心理情绪是一

个需要时间不断内化的过程，是个体的心理与行为

模式相互作用并不断反馈结果，其制约下一步的活

动并丰富原有的自我意识，进而促进了患者的治疗

行为能够往积极方向发展。此外，对比常规护理和

情感智能护理干预的结果，发现后者的肿胀消退时

间和术后住院时间明显更短于前者，由此说明了情

感智能干预对患者治疗行为的影响可以促使患者的

临床症状和预后恢复的时间缩短，进一步提高了临

床疗效。

综上所述，在常规化合并情感智能干预可以更

有效改善颌面部骨折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同时

促进了患者的康复，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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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并鼓励其参加专题讲座，而对更高文化水平患

者则指导其多参加一些专题讲座，因文化程度较高

的患者文化接受能力较强，此举针对文化水平差异

分类教育对患者提高认知能力意义重大［8，9］；对病情

较重、较急及依从性较差患者加强用药与生活指导

等方面的健康教育，可有效改善患者用药及生活情

况；对中度、轻度病情或有治疗欲望患者实施情绪控

制并纠正患者以往对疾病扭曲的认知能力，对重建

正确认知结构意义重大［10，11］。此外，健康教育程序

还根据患者不同个性特点实施不同健康教育，此举

对增强患者自信心、社会适应能力及交往能力等意

义重大［12］。由于本研究收集样本数量较少，所得结

论可能存在一定偏倚，还需临床增加样本数量进行

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临床上增加应用健康教育程序可更

明显改善抑郁症患者抑郁情绪，提高患者的生活质

量，疗效确切，同时结合抗抑郁药物治疗可达到更

理想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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