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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红外线照射联合心理干预对类风湿关节炎患者临床症状及负性情绪的影响

任振辉 1 、 朱铁锤 1 、 刘凤艳 2 、 马海军 1 、 刘晓娅 1

 【摘要】目的　探讨远红外线照射联合心理干预对类风湿关节炎（RA）患者的关节功能、心理状

态和炎性因子水平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 2018 年 6 月～2020 年 6 月期间收治的 103 例 RA 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药物治疗，对照组 51 例

患者给予心理干预，观察组 52 例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远红外线照射。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关

节症状改善情况，负性情绪，炎症指标水平变化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

关节疼痛、肿胀消失时间以及关节活动恢复正常时间少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患者干预后的汉

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水平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患

者干预后的血清类风湿因子（RF）、C 反应蛋白（CRP）、抗环瓜氨酸肽（CCP）抗体、红细胞沉降率

（ESR）水平低于对照组（P< 0.05）；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远

红外线照射联合心理干预可改善 RA 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缓解关节肿痛，改善关节活动度，降低

患者血清炎性因子水平，安全性较高，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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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far infrared irradiation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clinical symptoms and 
negative emotions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REN Zhenhui，ZHU Tiechui，LIU Fengyan，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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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far infrared irradiation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joint function，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inflammatory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RA）. Methods
　A total of 103 RA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8 to June 2020 were selected as study subjects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drugs，the control group（51 patients）were given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52 patients）

were given far infrared radi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clinical efficacy，improvement of joint symptoms，

negative emotions，inflammatory indicators and adverse reac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Results　After in-

tervention，the time for joint pain，swelling disappearing and joint activity returning to normal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ess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intervention，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and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levels of serum rheumatoid factor（RF），C-reactive protein（CRP），anti-cyclic citrullinate peptide（CCP）antibody 

and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ESR）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adverse reaction rat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Far 

infrared irradiation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can improv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RA patients，re-

lieve joint swelling and pain，improve joint range of motion，and reduce the level of serum inflammatory factors in pa-

tients. It is safe and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Far infrared radiation；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Rheumatoid arthritis；Negative affectivit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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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由于

自身免疫、遗传、吸烟、微生物感染致使滑膜炎症

侵袭关节软骨及骨组织，引起关节功能异常的自身

免疫病。RA 患者在出现相关关节症状前，存在发热、

不适、乏力，甚至体重减轻的情况。由于长期遭受

关节疼痛及活动受限的折磨，RA 患者多伴有抑郁焦

虑情绪，目前临床上采用心理干预改善患者不良心

理状态，采用甲氨蝶呤片、柳氮磺胺吡啶片以及美

洛昔康片改善患者关节炎症，减轻关节肿痛 ［1］。研

究［2］表明，远红外线照射可改善 RA 患者的关节活动

受限，提高其生活质量，从而可能进一步缓解患者

焦虑抑郁情绪，促进疾病转归。本研究旨在探讨远

红外线照射联合心理干预对类风湿关节炎（RA）患

者的关节功能、心理状态和炎性因子水平的影响。，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8 年 6 月～2020 年 6 月期间收治

的 103 例 RA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经 X

线、MRI 等检查符合《2018 中国类风湿关节炎诊疗

指南》［3］中 RA 的诊断标准；年龄在 43～55 岁。排除

标准：存在严重膝骨关节病者；既往存在精神障碍

者。本研究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并给予批准。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患

者 51 例，男 34 例，女 17 例；年龄 43～52 岁，平均

（47.53±3.21）岁；体重 49～72kg，平均（60.54±

9.31）kg；发病周期 5～32 月，平均（18.56±9.32）

月。观察组患者 52 例，男 31 例，女 21 例；年龄

46～55 岁，平均（50.5±43.13）岁；体重 50～73kg，

平均（61.56±9.24）kg；发病周期 5～32 月，平均

（18.54±10.21）月。两组 RA 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药物治疗：甲氨蝶呤片

（国药准字 H22022674，规格：2.5 mg/ 片）口服，

3 片 / 次，1 次 / 周；柳氮磺胺吡啶片（国药准字

H31020840，规格：0.25g/ 片）口服，2 片 / 次，2 次 /d；

美洛昔康片（国药准字 H20020217，规格：7.5mg/ 片）

口服，1 片 / 次，2 次 /d。

1.2.1　对照组给予心理干预　主动与患者交流，

了解患者当前心理状态，并说明心理干预的相关意

义，分析患者可能具有的抑郁、焦躁、孤独等不良

情绪以及压力。首先积极向患者普及疾病的相关知

识以及必要的治疗过程的意义，提高患者的保健意

识，并促使其深刻认识到药物治疗和相关功能锻炼

的重要性；引导患者正视不良心理，帮助患者稳定情

绪，并努力应用渐进式放松训练以调节自身的焦虑

及抑郁情绪，并指导患者家属意识到家庭支持及引

导力的关键性，促使患者得到充分的理解以及支持。

持续干预 2 个月。

1.2.2　观察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远红外线

照射。采用韩国 IRH-3100 型红外线治疗仪进行远

红外线照射，嘱患者取合适体位，并将需照射的关

节进行充分暴露，调整灯头高度与照射部位的距离，

大约为 30 cm，其中灯头中心应在照射区，若受试者

的温热感适宜即为该距离合适，若有灼热不适感应

将照射距离进行及时调整，以避免烫伤，照射时间

为 20 min/ 次。待照射完全结束，立即将灯头移开，

仔细查看患者的照射部位的皮肤情况，并询问患者

是否有不适。持续干预 2 个月。

1.3　观察指标

（1）评估干预后患者的关节症状改善情况：包

括关节疼痛、肿胀消失时间及关节活动恢复正常时

间。（2）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HAMD）［4］评估患者抑郁情绪，包括 24
项，采用 0～4 级的 5 级评分法，总分 <8 分提示患者

无抑郁症状，>20 分提示患者有抑郁症状。分数越

高，提示患者抑郁情绪越严重；（3）采用汉密尔顿

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Rating Scale，HAMA）［4］

评估患者焦虑情绪，包括 14 个项目，采用 0～4 级

的 5 级评分法，≥ 14 分，表示肯定有焦虑。分数

越高，提示患者焦虑情绪越严重。（4）评估干预前

后患者炎症指标水平。抽取两组患者的清晨空腹静

脉血 3 mL，2 800 r/min 离心 10 min，分离血清，采

用 OLYMPUS-AU27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血清

类风湿因子（rheumatoid factors，RF）、Ｃ反应蛋白

（C-reactive protein，CRP）水平；采用酶联免疫吸

附试剂盒（上海酶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测定抗环

瓜氨酸肽（cyclic citrulinated peptid，CCP）抗体水

平；采用 Vision-C 全自动血沉仪测定红细胞沉降率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ESR）水平。（5）评

估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包括胃肠道反应、皮疹、肝

功能损害等。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3.0 统计学软件行数据分析，以（x±

s）代表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以％代表计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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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χ2 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后关节症状改善情况比较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关节疼痛、肿胀消失时间

以及关节活动恢复正常时间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干预后关节症状改善情况比较（x±s，d）

组别 关节疼痛、肿胀消失时间 关节活动恢复正常时间

对照组（n=51） 32.54±5.67 46.17±6.23

观察组（n=52） 24.91±2.53 31.23±2.35

t 8.8478 16.1614

P 0.0000 0.0000

2.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HAMA 和 HAMD 评分

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HAMD 和 HAMA 评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 HAMD

和 HAMA 评分较前降低，且观察组评分低于对照组

（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HAMA和HAMD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HAMA评分 HAMD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n=51）25.62±3.71 18.29±2.83# 23.96±4.52 16.37±3.65#

观察组（n=52）25.61±3.75 10.36±1.54# 23.94±4.57 11.21±1.32#

t 0.0136 17.7100 0.0223 9.5765

P 0.9892 0.0000 0.9822 0.0000

注：与同组干预前比，#P<0.05

2.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血清炎症指标水平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RF、CRP、CCP 抗体、

ESR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

组患者 RF、CRP、CCP 抗体、ESR 水平较前降低，

且观察组各指标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

表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血清炎症指标水平比较（x±s）

组别 RF（IU/mL） CCP抗体（U/mL） CRP（mg/L） ESR（mm/h）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n=51）212.54±61.37 116.91±31.82# 194.53±21.75 167.81±21.91# 33.53±7.62 18.72±3.92# 50.91±19.62 37.24±15.31#

观察组（n=52）212.56±61.32 95.43±27.65# 194.51±21.78 149.65±20.83# 33.54±7.58 11.21±2.43# 50.89±19.65 26.52±13.28#

t 0.0017 3.6591 0.0047 4.3117 0.0067 11.7107 0.0052 3.7983

P 0.9987 0.0004 0.9963 0.0000 0.9947 0.0000 0.9959 0.0002

注：与同组干预前比，#P<0.05

2.4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对照组患者出现胃肠道反应 1 例，皮疹 1 例，

肝功能损害 1 例；观察组患者出现胃肠道反应 2 例，

皮疹 2 例，肝功能损害 1 例。观察组的不良反应

率 9.62％高于对照组的 5.8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1153，P=0.7342，P>0.05）。

3　讨论

RA 患者发病初期多表现为关节疼痛，多为对称

性，由近侧指间关节逐渐发展到手腕、膝盖、手肘

等部位，伴随关节肿胀，甚至出现关节畸形等。据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5］，RA 多发于女性，男女患病比

为 1：4，在我国其发病率为 0.28％～0.41％，可见于

任何年龄段，多见于 20～55 岁人群。现临床多以甲

氨蝶呤片、柳氮磺胺吡啶片以及美洛昔康片治疗 RA

患者，可改善患者关节疼痛，但关节活动度改善效

果不佳［6］。研究［7］表明，远红外线照射治疗 RA 患者

可改善其关节活动度水平，调控机体炎症指标水平。

RA 患者由于处于寒冷、潮湿等环境，加之免疫

功能异常，致使机体的应激系统被激活，引起炎症

介质释放，机体内炎症指标水平异常，使其累及关

节组织发生粘连，导致关节肿痛，甚至活动受限。

甲氨蝶呤片为一种叶酸还原酶抑制剂，主要是抑制

二氢叶酸还原酶，使二氢叶酸不能还原成有生理活

性的四氢叶酸，以发挥降低关节炎症作用；柳氮磺胺

吡啶片抑制前列腺素的分泌以改善机体炎症；美洛昔

康片抑制氧自由基对环氧化酶以达到缓解关节胀痛

的作用；联合心理干预则通过调整患者心态以促进免

疫系统的激活，共同发挥抗炎镇痛作用，进而改善

患者关节肿痛及关节活动受限。而远红外线照射通

过红外线温热效应促使关节组织的缺氧状态得以改

善，降低组织水肿程度，促进毛细血管扩张，提高

白细胞的吞噬能力，使得炎症尽快消除；加之红外

线照射能促使机体的末梢神经兴奋性得到有效降低，

增强痛阈，拮抗 5- 羟色胺的分泌及释放，降低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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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缓解关节肿胀和疼痛，减少关节组织的纤维

粘连，改善关节活动受限程度［8］。本研究结果显示，

观察组患者的关节疼痛、肿胀消失时间以及关节活

动恢复正常时间少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

干预后的血清 RF、CRP、CCP 抗体、ESR 水平低于

对照组（P<0.05）。提示远红外线照射联合心理干预

能够改善 RA 患者的关节肿痛，促进关节尽快恢复正

常活动，这一过程可能与调节患者血清炎性因子水

平相关。

RA 患者因长期经受身体多关节胀痛及活动不灵

活，降低其生活自理能力，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不

良心理。常规药物治疗联合心理干预通过对患者进

行相关知识指导及情绪疏导，消除患者恐慌不安心

理，调整其心态，但患者自控能力较差，致使整体

心理改善效果较不理想。自主神经主要功能是调节

内脏功能，人长期处在焦虑状态，自主神经系统持

续紧张，会导致机体免疫力降低，头痛，目眩，失

眠乏力，四肢冰冷等；而远红外线可调节自主神经，

促使其保持在最佳状态，以改善患者躯体不适，调

节其免疫应答系统，关节炎症得到改善，从而降低

患者焦虑抑郁情绪［9］。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

者干预后的 HAMA 和 HAMD 评分水平低于对照组

（P<0.05），提示远红外线照射联合心理干预可缓解

RA 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

甲氨蝶呤片虽能拮抗二氢叶酸还原酶的活性以

调节关节炎症，但易引起胃肠道反应，长期服用可

能引起肝损害；柳氮磺胺吡啶片可通过拮抗前列腺素

的合成以降低关节炎症，但可能诱发皮疹；美洛昔康

片选择性抑制环氧化酶 -2 以改善关节肿痛，但可能

引起恶心、呕吐等外肠道症状。心理干预通过调节

患者不良心理状态，促使患者摆正心态以降低患者

焦虑不安情绪，对机体的免疫调节也发挥一定程度

作用。联合远红外线照射虽能力透关节深处以改善

其关节肿痛，但长时间照射可能引起皮肤表面色素

沉着，导致皮疹的发生［10］。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

患者的不良反应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

示两种方案虽都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良反应，但

都相对安全。

综上所述，远红外线照射联合心理干预治疗 RA

患者通过改善患者机体炎症指标水平，以改善关节

炎症，缓解关节肿胀疼痛，调节关节活动，进一步

缓解患者不良心理状态，安全性较高，值得临床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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