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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性放松训练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术后患者负性情绪及疼痛的影响

赵树华 1 、 苑家敏 1 、 徐沛沛 1 、 郑若楠 2 、 段　睿 1 、 白　金 1

【摘要】目的　观察渐进性放松训练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术后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疼痛及睡眠

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科 2018 年 6 月～2019 年 12 月间收治的 117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术后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为对照组 58 例和观察组 59 例，对照组给予围手术期常规干预，观察组在对

照组的基础上给予渐进性放松训练，术后七天对比两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疼痛及睡眠质量。

结果　两组患者干预后 SAS、SDS 评分明显优于干预前（P< 0.05），观察组干预后 SAS、SDS 评分明

显优于对照组（P< 0.05）。两组患者干预后 VAS 评分明显优于干预前（P< 0.05），观察组干预后 VAS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两组患者干预后 AIS 评分明显优于干预前（P< 0.05），观察组干预

后 AIS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渐进性放松训练能够明显降低腰椎间盘突出症术后患

者焦虑、抑郁情绪，减轻疼痛，改善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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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rogressive relaxation training on negative emotions and pain in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her-
niation after surgery　　ZHAO Shuhua，YUAN Jiamin，XU Peipei，et al.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and Rehabili-
tation，Zhengzhou Central Hospital Affiliated to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progressive relaxation training on anxiety，depression，pain and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herniation after surgery. Methods　117 patients with postoperative lumbar in-

tervertebral disc herniation admitted to our department from June 2018 to Dec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58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59 c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perioperative 

routine intervention，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progressive relaxation training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anxiety，depression，pain and sleep quality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seven days after the operation. 

Results　The SAS and SDS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before the intervention（P<0.05），and the SAS and SDS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VAS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before intervention（P<0.05），and the VAS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AIS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before intervention（P<0.05），and the AIS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Progressive relaxation training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anxiety and depres-

sion in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herniation，relieve pain，and improve sleep quality.

【Keywords】Progressive relaxation training；Postoperative lumbar disc herniation；Negative emotions；Pain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常见的一种脊柱退行性病变，

主要原因是由于腰椎间盘（包括髓核、纤维环和软

骨板）的退变，纤维环部分或全部破裂，髓核突触

压迫神经根或马尾神经所引起的一组综合征［1］。腰

椎间盘突出症多发年龄为 20～50 岁，男性明显多于

女性［2］。主要表现为腰部疼痛、坐骨神经痛、下肢

放射痛，轻症一般保守治疗为主，病情严重者需手

术治疗，手术作为一种应激会导致患者出现不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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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心理问题，影响患者的预后，本研究观察渐进

性放松训练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术后患者负性情绪、

疼痛及睡眠质量的影响，现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科 2018 年 6 月～2019 年 12 月间收治的

117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术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

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 58 例，男 49 例，女

9 例，年龄 29.3～67.7 岁，平均（46.6±6.4）岁，病

程 1.8～11.7 年，平均（6.3±2.2）年，部位：L3-44 例，

L4-5 29 例，L5～S125 例；观察组 59 例，男 51 例，女

8 例，年龄 28.5～68.4 岁，平均（47.2±6.5）岁，病

程 1.6～12.1 年，平均（6.5±2.3）年，部位：L3-44
例，L4-5 26 例，L5～S129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

龄、病程、发病部位等一般情况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有可比性。纳入标准：（1）符合腰椎间

盘突出症的诊断标准［3］；（2）保守治疗无效或症状严

重需手术治疗者；（3）无沟通障碍能够配合训练者；

（4）同意配合观察，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1）有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或其他严重疾病者；

（2）既往接受过腰部手术者；（3）先天性椎管狭窄者。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心理疏导、监测生命体征、抗感染

等常规围手术期干预。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

予渐进性放松训练：由医护人员组成专业的训练小

组，参加渐进性放松训练的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

对患者进行训练。训练前确保患者及其家属了解渐

进性放松训练的目的、方法和注意事项。播放专业

的渐进性放松训练音乐，嘱患者配合音乐节奏放松

相应部位的肌肉，根据要求按照自上而下的顺序，

先放松一部分肌肉在放松另外一部分，肌肉紧张 10
秒钟，放松 10 秒钟的规律交替进行。保持呼吸节律，

嘱患者自己体会紧张和放松两种状态下的感受。涉

及骨折部位的肌肉时，患者自己把握力度，以没有

疼痛为标准，尽量做到面无表情、肌肉放松、呼吸

减慢，如患者感到不适随时中断训练进行处理。训

练每天两次，每次 20 分钟，从术前三天开始至术后

七天结束，结束后对比各项指标。

1.3　观察指标

（1）负性情绪［4］：焦虑自评量表（SAS）：包括 20
项，每项得分 1～4 分，得分总和乘以 1.25 得出最后

分数。69 分以上为重度焦虑，60 到 69 分为中度焦虑，

50 到 59 分为轻度焦虑；抑郁自评量表（SDS）：包括 20

项，每项得分 1～4 分，得分总和乘以 1.25 得出最后

分数。72 分以上为重度度抑郁，63 到 72 分为中度抑

郁，53 到 62 分为轻度抑郁。（2）疼痛：运用视觉模拟

评分法（VAS）［5］：将患者疼痛程度分为四级，无疼痛

为 0 级，得 0 分；疼痛较轻，患者可忍受，无需止痛

药为Ⅰ级，得 0～3 分；疼痛明显患者无法忍受，需要

服用止痛药为Ⅱ级，得 4～6 分；疼痛严重，患者迫切

要求服用止痛药的Ⅲ级，得 7～10 分。（3）睡眠质量：

运用阿森斯失眠量表（AIS）［6］：包括 8 项评价项目，每

项根据无、轻、中、重四个程度分别得 0、1、2、3 分，

最后相加得出总分，总分越高提示睡眠质量越差。

1.4　统计学方法

运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计量资料，t 检验；用（n，％）表

示计数资料，χ2 检验。当 P<0.05 时表明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负面情绪

两组患者干预前 SAS、SDS 评分对比（P>0.05），

两 组 患 者 干 预 后 S A S 、 S D S 评 分 与 干 预 前 对 比

（P<0.05），观察组干预后 SAS、SDS 评分与对照组

对比（P<0.05）。
表1　治疗前后两组SAS、SD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SAS SD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58 71.64±6.8254.37±5.93▲ 75.38±7.3458.24±6.18▲

观察组 59 72.15±6.9546.16±5.34▲ 76.07±7.4249.65±5.84▲

t 0.4006 7.8723 0.5056 7.7286

P 0.3447 0.0000 0.3071 0.0000

注：与干预前对比▲P<0.05

2.2　两组疼痛程度对比

两组患者干预前 VAS 评分对比（P>0.05），术后

第 3 天观察组 VA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术后第 7 天两组患者 VAS 评分明显低于术后第 3 天

（P<0.05），术后第 7 天观察组 VAS 评分明显低于对

照组（P<0.05）。
表2　两组VA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术后第3天 术后第7天

对照组 58 6.84±1.14 4.16±0.85■ 2.04±0.47●

观察组 59 6.93±1.17 3.31±0.72■ 1.37±0.35●

t 0.4213 5.8401 8.7554

P 0.3372 0.0000 0.0000

注：与干预前对比■P<0.05；与术后第3天对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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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睡眠质量对比

两组患者干预前 AIS 评分对比（P>0.05），两组

患者干预后 AIS 评分明显低于干预前（P<0.05），干

预后观察组 AI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表3　两组AI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58 13.15±4.61 7.31±3.15★

观察组 59 13.32±4.73 5.16±2.64★

t 0.1968 4.004

P 0.4222 0.0001

注：与干预前对比★P<0.05

3　讨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主要表现为腰痛和下肢放射

痛，多为一侧［7］。减少积累伤是预防该病的重要手

段［8］。手术治疗效果确切，但由于症状的影响，加上

普遍对手术治疗的存在恐惧心理，患者在围手术期常

出现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影响患者疗效。择期手

术的患者术前焦虑的发生率最高可达到 80％。常规

的围手术期准备，如心理疏导、手术宣教、健康教育

可有效改善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本研究发现，对照

组干预后，患者 SAS、SDS 评分明显降低（P<0.05），

验证了围手术期准备能有效减轻患者的负面情绪。本

研究还发现，干预后观察组患者 SAS、SDS 评分明显

低于对照组（P<0.05），说明渐进性放松训练能明显

改善患者的负面情绪。渐进性放松训练是一种逐渐

的、有序的、是肌肉先紧张后放松的训练方法。该训

练强调放松要循序渐进的进行，先使肌肉放松然后再

紧张，目的是通过比较从而细心体验所产生的那种放

松感。训练可以消除人的身体和心理方面的紧张状

态，不仅可以提高正常人的健康水平，还可以作为治

疗心理疾患的重要手段［9］。陈彦霞等［10］观察渐进性肌

肉放松训练对四肢骨折患者负面情绪的影响，患者焦

虑和抑郁情绪明显减轻，与本研究相符。

疼痛是腰椎间盘突出症最常见的临床症状，

VAS 评分能反映患者疼痛的程度。通过常规干预及

手术的治疗，患者疼痛感会明显减轻，对照组术后

VAS 评分明显降低（P<0.05），说明常规干预和手

术能明显改善患者症状，减轻疼痛。干预后观察组

VA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说明渐进性放

松训练能够通过放松肌肉，缓解肌肉紧张状态，从

而达到减轻疼痛的目的。张敏佳等［11］观察渐进性肌

肉放松训练对下肢骨折术后疼痛的影响，患者干预

后 VAS 评分明显降低，与作者观察结果一致。

由于负面情绪和疼痛的作用，患者睡眠质量较

差，AIS 评分是对患者睡眠质量的客观评价。常规

治疗减轻了负面情绪和疼痛对患者的影响，睡眠质

量就会得到明显改善。对照组术后 AIS 评分明显降

低（P<0.05），说明通过常规治疗可有效改善患者

睡眠质量。干预后观察组睡眠质量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说明渐进性放松训练能通过放松患者心理

和身体状态，有效改善睡眠质量。常丹等［12］观察渐进

性肌肉放松训练对四肢骨折患者睡眠质量的影响，干

预后患者睡眠质量明显改善，与作者观察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渐进性放松训练能通过对身体和心理

上的放松、调节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术后患者的负面

情绪，减轻疼痛程度，改善睡眠质量，值得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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