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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暗示对梅毒患者注射苄星青霉素中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

孙彩红 、 尹　奕 、 郭　蓓 、 张海卿 、 丁亚龄 、 王　蕾

【摘要】 目的　研究积极的心理暗示对梅毒患者肌注苄星青霉素时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方法　

收集早期梅毒患者 4�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210 例）和实验组（220 例），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

实验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同时给予积极心理暗示，两组护理前均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elf Rating Anxiety Scale，SAS）评估其抑郁和焦虑情绪，同

时比较两组间治疗时晕厥的发生率。结果　两组患者在护理干预前 SAS，SDS 以及抑郁、焦虑发生

率，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SDS、SAS 的总分以及焦虑

和抑郁的发生率均显著低于护理前，且护理后实验组的上述指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上述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 0.0�）。实验组两次注射苄星青霉素时的晕厥发生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 0.0�）。结论　积极的心理暗示不仅可以减缓梅毒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还有助于

降低患者肌注苄星青霉素时的晕厥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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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suggestion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patients with syphilis　 
 SUN Caihong，YIN Yi，GUO Bei，et al. Shanghai dermatology hospital，Shanghai 200443，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suggestion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patients with syphilis and injections of benzyl penicillin. Methods　43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early syphilis in our hos-

pital were col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220 cases）and the control group（210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positive psychological suggestion 

based on the nursing care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n the scales of SAS and SDS for anxiety and depression evaluation as 

well as the syncope situation when doing injec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the scores of SAS and SDS as well as the morbidity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

tion（P>0.05）. After intervention，the the scores of SAS and SDS as well as the morbidity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ere all lower in both the two groups than that before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nwhile the indexes mentioned abov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all the differences abov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Meanwhile，the the syncope situation when doing twice injection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Positive psy-

chological suggestion can be better to improv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of patients with syphilis and injections of 

benzyl penicillin，and it is more helpful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syncope situation when doing injections of as well.

【Key words】Syphilis；Psychological suggestion；Depression；Anxiety；Syncope

梅毒是一种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性传播疾病，

是国家法定的乙类重要传播疾病，危害严重，近年

来在我国发病率逐渐上升［1］。苄星青霉素是治疗梅

毒的首选药物，该药用于梅毒治疗超过 60 年，未发

现耐青霉素的梅毒螺旋体［2］。为防止药物发生凝结，

肌肉注射时需要快速深部推注，患者疼痛往往比较

剧烈。同时，由于部分患者心理压力过大，有显著

的焦虑、抑郁情绪，少数梅毒患者在肌注时甚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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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晕厥现象。桂翠萍等［2］对 62 例梅毒病人进行焦虑、

抑郁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梅毒病人的 SAS、SDS

评分均显著高于国内常模，说明梅毒病人普遍存在

明显的心理健康问题。卢月彩等［3］对 83 例门诊梅毒

患者的研究也表明，梅毒患者存在明显的精神障碍，

影响患者的康复和预后，并使治疗风险加大。本研

究结果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无论是实验组还是治

疗组患者，患者都存在焦虑抑郁症状。如何缓解患

者在治疗过程中的抑郁情况是目前治疗梅毒过程中

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在近年的临床护理工作中

发现，给予患者积极的心理暗示，可以有效减缓患

者焦虑抑郁情绪，减少晕厥的发生，报道如下。

1 一般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我院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4 年 7 月在我院门诊注射苄星青霉素的梅毒

患者 430 例，患者均为确诊的早期梅毒：年龄 20～40
岁，男 355 例，女 75 例，病程 1～20 个月，青霉素

皮试结果为阴性且为第 1 次来院治疗，患者肌注前为

饱腹状态，既往无精神病史及精神创伤史，无肝肾

疾病、肿瘤等内科疾病。随机分为实验组 220 例，男

180 例，女 40 例，年龄 20～40 岁 平均（32.3±1.2）

一期梅毒 78 例二期梅毒 81 例，早期潜伏梅毒 62 例。

对照组 210 例，男 175 例，女 35 例，年龄 20～40 岁 

平均（31.3±1.1）岁，一期梅毒 75 例二期梅毒 78 例，

早期潜伏梅毒 57 例。两组患者在数量、年龄、性别，

病程均具有可比性无显著差异（P>0.05）。

1.2　方法　

梅毒的诊断标准参照张学军编著的《皮肤性病

学》［4］。同时 对梅毒患者治疗前后采用抑郁自评量

表（SDS）及焦虑自评量表（SAS）进行评分［5］。评定

结束后，分别将抑郁和焦虑自评量表 20 个项目的各

个得分相加，即得总分。40～47 分为轻度抑郁 / 焦

虑，48～55 分为中度抑郁 / 焦虑，55 分以上为重度

抑郁 / 焦虑；SDS，SAS 总分的分界值为 40 分。分值

越低状态越好。本研究中 SDS 达 40 及以上表示为存

在抑郁，用 SDS（+）表示；SAS 总分达 40 及以上表

示为存在焦虑，用 SAS（+）表示。所有患者在皮试

后等待的二十分钟内用 SDS、SAS 测量。两组患者注

射后均需观察 30 分钟无不适方可离开，实验组从第

1 次接待患者就是用积极的心理暗示直到患者治疗结

束。对照组按照要求进行常规护理。注射完毕休息

20～30min，无异常方可离院。

1.�　积极心理暗示方法

1.3.1　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真诚对待患者，

在整个医疗工作中，注意语言技巧，对患者不歧视、

不冷淡，避免刺激患者，眼神与语言一致，与病人

的病情和感受相适应，以微笑面对病人。

1.3.2　正确的梅毒宣教：宣传梅毒的传播途径、

临床症状、治疗方法、预后，对患者提出的有关问

题耐心解释，鼓励和安慰患者，使其消除顾虑，主

动配合治疗、随访。在交谈中，通过了解患者对疾

病的认识程度，总结其忧虑和担心的问题，进而实

施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解除其思想顾虑，取得患

者的信任，消除其恐惧、自卑和抑郁心理，耐心倾

听患者的倾诉，了解患者心理问题的症结，树立战

胜疾病的信心以积极配合治疗。

1.3.3　保护患者隐私：设立相对独立的空间和

时间进行交谈及治疗，并对患者承诺信息保密工作。

1.3.4　做好患者家属的配合工作：获得患者家

属帮助和支持，减轻患者心理压力，利于康复。消

除夫妻之间误会，夫妻双方接受治疗使用安慰诱导

性语言，言语中给予患者安慰和希望。

1.3.5　操作技能暗示：护士在治疗过程中，操

作技术要娴熟。操作时动作轻柔、协调、灵巧，技

术娴熟，对于过于紧张的患者也可以给予卧位使其

充分放松后给予注射。

1.3.6　注射前给予安慰诱导性语言：告知患者青

霉素注射会很痛，但是我们会尽量轻一点慢一点，只

要坚持几分钟就好，使其既要重视又不会太过紧张。

1.3.7　给患者留下联系方式，方便患者咨询：便

于患者有疑问随时咨询，提供正确的专业知识，使

患者安心、放心，消除对疾病和苄星青霉素注射的

恐惧和焦虑。

1.3.8　音乐疗法：采用接受式音乐疗法缓解患

者焦虑，在治疗室播放背景音乐，以积极平缓美好

的音乐为主，音量大小控制在不影响正常语言交流

便可，一般在 30～40 分贝即可；在患者注射较痛的

情况下应暂时避免对被试者进行干预。音乐可以让

身体放轻松，缓解忧郁苦闷的心情，甚至音乐还可

以做到某些程度的心灵治疗［6］。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18.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数资

料以（n，％）表示，比较使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

（x±s）的形式表示，采用 t 检验。以 P<0.05 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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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焦虑、抑郁情况调查结果

两组在护理干预前的 SDS、SAS 评分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干预 1 周后，两组

患者的 SDS 总分和 SAS 总分均显著低于护理干预

前的 SDS 总分和 SAS 总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实验组在给予积极的心理暗示治疗后，

SDS、SAS 的总分显著低于对照组治疗后的 SDS 和

SAS 的总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SAS和SDS评分的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SDS SAS SDS SAS

实验组 220 44.22±6.8 43.63±7.14 40.63±4.17*& 39.05±5.06*&

对照组 210 44.01±6.13 42.62±6.48 42.34±5.65* 40.61±4.48*

注：实验组和对照组护理前后自身比较，*P<0.05；与对照

组比较，&P<0.05。

两组患者在护理干预前的抑郁和焦虑的发生率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护理干预后，两组的抑郁

和焦虑的发生率均较护理前降低，且实验组的抑郁

（即 SDS（+））和焦虑（即 SAS（+））的发生率均显著

低于对照组抑郁和焦虑的发生率，上述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抑郁焦虑发生率的比较（n，％）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SDS（+）  ％ SAS（+）  ％ SDS（+）  ％ SAS（+）  ％

实验组 220 152   69.1 150   68.2 94    42.7 88    40.0
对照组 210 150   71.4 146   68.6 124   59.0 106   50.5
χ2值 0.281  0.090 11.449 4.762
P 值 ＞0.05 `＞0.05 ＜0.05 ＜0.05

2.2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后晕厥发生情况的比较

两组患者晕厥的发生率比较，在经积极的心

理暗示后，实验组的第一次注射时晕厥的发生率

为 0.9％，显著低于对照组 7.1％，实验组的第二次

注射时晕厥的发生率为 0％，亦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2.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晕厥发生率的比较（n，％）

组别 例数              第一次注射晕厥（+）％ 第二次注射晕厥（+）％           

实验组 220 2   （0.9） 0（0）
对照组 210 15   （7.1） 6（2.9）
χ2值 4.687 4.467
P 值 ＜0.05 ＜0.05  

2.�　两组患者治疗后转阴率情况的比较

所有患者经规范的治疗后定期随访，第一年

每隔 3 个月复查一次，以后每半年复查一次。随访

18 个月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 TRUST 转阴率分别为

96％，89.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梅毒是一种性传播的慢性传染性疾病，可以导

致全身多系统感染，严重者可致死亡［7］。在我国，近

年来梅毒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居全国乙类法定传

染病的第 3 位，患者中尤以中青年居多，给社会带来

较大危害［7］。同时，感染梅毒还往往涉及到婚姻、家

庭、社会伦理道德等社会问题。由于很多患者对梅毒

的危害、传播方式、防治措施等知识缺乏基本的认识，

担心影响婚姻和婚后生育以及对配偶健康造成严重后

果，因此影响家庭和睦和夫妻关系；另外还有担心受

到歧视等原因，患者心理压力很大，易产生焦虑、抑

郁等不良情绪。除了患者由于疾病所产生的抑郁焦虑

情绪外，在梅毒的药物治疗过程中，由于其首选药苄

星青霉素需要快速深部肌肉注射，因而绝大多数患者

感觉局部疼痛剧烈。在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影响下，

少数患者在肌注该药时甚至发生晕厥，给临床工作带

来很大的安全隐患，影响患者的后续治疗甚至疗效。

因此我们在临床治疗和护理过程中需考虑到患者疾病

本身以及药物注射过程中所产生的抑郁焦虑情绪。

本研究通过比较 220 例早期梅毒患者在苄星青

霉素注射治疗过程中接受常规护理加积极心理暗示

与 210 例早期梅毒患者仅接受常规护理对于患者抑郁

焦虑情绪的改善。研究发现，在给予各项积极的心理

暗示后，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患者的 SDS、SAS 分

值均有更明显的降低，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均得到

更明显缓解。且晕厥发生率也明显降低。Peerdeman

等［8］认为，在患者躯体或心理有疾患的情况下，给予

患者积极的心理暗示可帮助被暗示者稳定情绪、树立

自信心、激发潜能、战胜困难和挫折。既往有研究

表明，在梅毒患者人群中，易受到心理暗示的影响［8］。

刘丽梅的研究也证实［9］，梅毒患者在常规驱梅的基础

上，给予个性化心理护理干预，抑郁焦虑改善效果

优于常规护理组，证明了个性化心理护理干预的有

效性。而张铭玉等的研究提出 10］，针对患者不同心理

问题，采取焦点式心理护理如启发式、讨论式、开

放式等心理护理手段，可以降低梅毒患者焦虑、抑

郁心态。这说明，改进注射时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态

度，尊重、理解病人，保护隐私配合积极的心理暗示，

对梅毒患者不良情绪有积极的良好的治疗作用，对

减少晕厥的发生有重要意义，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综上所述，积极的心理暗示不仅可以减缓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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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还有助于降低患者肌注苄星

青霉素时的晕厥发生率，值得在临床工作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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