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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社会支持护理对三叉神经痛患者不良心理的干预效果

刘　洁 、 王娜娜 、 梁锶锶 、 王艳艳

【摘要】目的　探析强化社会支持护理对三叉神经痛患者不良心理的干预效果。方法　选取 82

例三叉神经痛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41 例。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

础上强化社会支持护理。比较两组护理前后的社会支持度、自我效能感、焦虑、抑郁程度及生活质

量。结果　两组患者护理前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总评分、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评分、

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活质量量表（SF-36）总体健康评分的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护理后的 SSRS 总评分、GSES 评分、SF-36 总体健康评分均高于

对照组（P< 0.05），且 SAS 评分、SDS 评分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强化社会支持护理可有效

缓解三叉神经痛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促进其自我效能与生活质量的提升，积极面对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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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trengthening social support nursing on adverse psychology of patients with trigeminal neuralgia
　　LIU Jie，WANG Nana，LIANG Sisi，et al.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in the third Provincial Hospital of Shandong，
Ji'nan 25003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strengthening social support nursing on the adverse psychologi-

cal of patients with trigeminal neuralgia. Methods　82 patients with trigeminal neuralgia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randomly，41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outine 

care，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strengthening social support nursing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social 

support，self-efficacy，anxiety，depression and quality of life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SRS overall score，GSES score，SAS score，SDS score and 

SF-36 overall health score before treat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P>  0.05）. The SSRS overall score，GSES score 

and SF-36 overall health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  

0.05），and the scores of SAS and SDS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  0.05）. Conclusion　Strength-

ening social support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of patients with trigeminal neural-

gia，promote their self-efficacy and quality of life to enhance the positive face of disease.

【Key words】 Trigeminal neuralgia；Strengthening social support care；Anxiety；Depression；Quality of life

三叉神经痛指三叉神经分布区的阵发性剧烈疼

痛，被称之为“疼痛之王”，反复发作对患者生活质

量造成严重影响。据报道［1］，三叉神经痛患者多并

发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而不良情绪会反作用于

患者病情，加重疼痛，形成恶性循环，故应对三叉

神经痛患者不良心理的干预已引起临床重视。已有

多项研究证实［2-4］，社会支持护理对改善患者不良情

绪有重要作用，还可改善患者心理行为，提高心理

舒适度。但目前有关社会支持护理在三叉神经痛患

者中的应用还鲜有报道。本研究以 82 例三叉神经痛

患者为例，探析强化社会支持护理对不良心理的干

预效果，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本院 2015 年 1 月 ~2017 年 4 月收治的 82 例

三叉神经痛患者，纳入标准：①原发性三叉神经痛患

［作者工作单位］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神经内科（济南，25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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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②年龄 18~65 岁；③具备基本沟通与理解能力；

④签署知情同意书自愿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①长

期药物、酒精依赖者；②合并其他严重疾病者；③近

期经历过重大变故导致的情绪受到影响者。

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入选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

对照组，各 41 例。观察组男 20 例、女 21 例；年龄

31~59 岁，平均（50.01±4.74）岁；病程 3 个月 ~2 年，

平均（1.07±0.60）年；文化背景：小学到高中 18 例、

大专以上 23 例。对照组男 18 例、女 23 例；年龄

29~62 岁，平均（50.84±5.62）岁；病程 3 个月 ~3 年，

平均（1.21±0.83）年；文化背景：小学到高中 21 例、

大专以上 20 例。两组性别（χ2=0.196，P=0.658）、

年 龄 （ t =0 .723， P=0 .472）、 病 程 （ t =0 .875，

P=0.384）、文化背景（χ2=0.440，P=0.507）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备比较意义。本研究已

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研究方法

1.2.1　对照组　予以常规护理，包括①健康宣

教：向患者介绍的三叉神经痛原因诱发及治疗效果，

减轻紧张感。②心理干预：保持安静环境，多与患者

沟通交流，嘱患者保持良好心态，避免情绪波动。

③疼痛护理：指导患者双手十指按摩，10 min 次，早

晚各 1 次，转移注意力。指导患者进行深呼吸：双手

置于上腹部，深吸至最大限度后由嘴巴呼出，注意

深呼吸时频率减慢。④睡眠护理：指导患者养成规律

作息，确保充足睡眠，睡前减少进水量、喝一杯热

牛奶，促进深度睡眠。⑤社会支持：指导患者家属关

心患者，积极与患者交谈，消除患者孤独、无助感。

1.2.2　观察组　在对照组干预基础上强化社会

支持护理：①医护人员支持：入院时对患者情绪状态

进行全面评估并做好记录，告知患者三叉神经痛的

相关知识，纠正患者的错误认知，积极交谈，掌握

患者不良情绪起因，针对性心理指导，疏导不良情

绪。结合患者性格特点指导患者掌握情绪转移的方

法如开朗者可通过多人游戏的方式创造愉悦氛围，

性格较内敛者则可通过听音乐、看书、放松训练等

方式保持练好心态。②家庭成员支持：家属的情绪对

患者有直接影响，帮助家属分析、认识并理解患者。

鼓励家属多陪伴患者，与患者谈心、互动，如做游

戏、说笑话、分享身边趣事等，让患者感受家庭的

温暖与支持，减少孤独、无助感。监督患者按时服

药，在出现情绪波动时及时予以关慰。③病友支持：

给予患者足够的空间相互交流，建立病友通讯录，

成立帮扶联盟，由 2 名病友组成，相互之间交流经

验、策略，分享心得，激发帮扶联盟的正能量，使

患者心理压力得到发泄，建立和谐的护患关系。

1.3　观察指标

1 .3 .1　社会支持度　应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SSRS）［5］评价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社会支持度：包

括主观支持与客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 3 部分，

共 10 个条目，总分 12~66 分，评分越高，社会支持

度越高。

1.3.2　自我效能感　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GSES）［6］评价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自我效能感：共

10 个条目，总分 40 分，评分越高自我效能感越强。

1.3.3　不良情绪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与

抑郁自评量表（SDS）［7］评估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焦

虑与抑郁。SAS 与 SDS 均包含 20 个题目，总分 80
分，SAS 评分＞ 50 分为焦虑；SDS ＞ 53 分为抑郁。

评分越高，焦虑与抑郁情况越严重。

1.3.4　生活质量　采用生活质量量表（SF-36）［8］

评价两组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包括活力、躯体疼

痛、总体健康等 8 个维度，总分 0~100 分，评分越

高，生活质量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9.0 处理数据，计量资料用（x±s）表

示，比较采取 t 检验；计数资料以 n（n，％）表示，行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社会支持度比较

两组患者护理前主观评分、客观评分、社会支

持利用度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

两组患者 SSRS 各维度评分均改善，且观察组社会支

持度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自我效能与焦虑、抑郁情绪比较

两组患者护理前 GSES 评分、SAS 评分、SDS 评

分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两组患

者 GSES 评分、SAS 评分、SDS 评分均得到改善，且

观察组的 GSES 评分高于本对照组，SAS 评分、SDS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2.3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

两组患者护理前 SF-36 的各项评分均无统计学

意义（P>0.05）；护理后两组患者 SF-36 评分均升高，

且观察组护理后的活力、情感职能、精神健康、躯

体疼痛、社会功能、总体健康评分均高于本组护理

前及对照组（P<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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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心理因素在疼痛发生、发展中均有重要影响，

无论急性还是慢性疼痛，都有心理成分的参与。已

有研究显示［9］，疼痛患者易伴随心理与情绪问题，

67％的慢性疼痛患者合并心理障碍，患焦虑症的风

险比正常人群高出 15％左右。

本研究以 82 例三叉神经痛患者展开研究，对照

组采取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强化社

会支持护理。结果显示，在相当的基线水平下，观

察组护理后的 SSRS 总评分高于对照组，社会支持情

况获得明显改善。社会支持指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对

其的影响，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已有研究显

示［10］，社会支持对于改善患者心理有重要作用，是

一种重要外部资源。本研究中观察组护理后的 SAS

评分与 SDS 下降更明显，证实随着强化社会支持护

理，患者社会支持情况更佳，对自身心理状态产生

有利影响，促进不良情绪的缓解。有专家指出［11］，

社会支持护理与目前临床护理学中生物 - 心理 - 社

会干预的综合式护理模式发展趋势相符，可作为心

理刺激的缓冲因素对患者心理健康起到间接保护作

用，与本研究结论一致。

自我效能指患者遇到困难和挫折时的自信心，

是患者积极面对疾病的保护因子。在相当的 GSES 评

分基线水平下，观察组护理后的 GSES 评分明显高

于对照组，提示社会支持护理的施行还可强化患者

心理效能，增强对疾病康复的信心。有研究显示［12］，

社会支持对患者遵医行为有明显促进作用，来自家

庭、朋友、社会的客观支持越多，患者积极面对疾

病的几率越高，与本研究结果相符。有研究发现［13］，

生活质量与社会支持度呈正相关。本研究中观察组

患者经护理后的 SSRS 总评分与 SF-36 评分均更高，

证实社会支持度的提高对患者生活质量有一定促进

作用。在社会支持中，家庭成员的作用最为关键。

家属的关怀与支持往往可帮助患者有效摆脱悲观、

绝望情绪，促进心理状态的改善。而病友的相互支

持则最易产生“共鸣”，激发精神力量，帮助患者树

立信心。此外，病友之间正性治疗经验的交流还有

助于降低患者心理压力，使患者维持个体良好情绪

表1　两组护理前后社会支持度的比较（x±s，分）

组别
主观评分 客观评分 社会支持利用度 SSRS总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41） 18.68±3.55 25.59±4.65* 8.69±2.00 13.36±2.37* 9.06±1.03 11.52±2.10* 36.43±3.01 50.47±3.74*

对照组（41） 18.55±4.01 21.89±3.88* 8.96±2.11 10.67±2.40* 9.01±1.08 10.04±1.68* 36.52±3.17 42.60±3.52*

t值 0.155 3.912 0.595 5.107 0.215 3.524 0.132 9.812

P值 0.877 0.000 0.554 0.000 0.831 0.001 0.895 0.000

注：与护理前比较，*P<0.05

表2　两组护理前后GSES评分、SAS评分、SDS评分的比较（x±s，分）

组别
GSES评分 SAS评分 SDS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41） 16.34±4.28 29.79±6.20* 38.29±6.54 28.07±4.08* 44.77±7.01 30.03±5.37*

对照组（41） 16.49±4.71 20.61±5.11* 39.03±5.99 32.94±5.14* 45.04±6.89 35.17±5.18*

t值 0.151 7.316 0.534 4.752 0.176 4.411

P值 0.880 0.000 0.595 0.000 0.861 0.000

注：与护理前比较，*P<0.05

表3　两组护理前后SF-36评分的比较（x±s，分）

时间 组别 活力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躯体疼痛 生理职能 生理功能 社会功能 总体健康

护理前 观察组 35.66±3.89 33.98±4.01 35.98±4.35 21.03±2.87 25.54±3.88 44.12±4.26 27.59±4.68 31.99±4.75

对照组 36.04±3.54 35.00±3.85 38.11±5.12 21.45±3.05 25.21±4.00 45.17±4.62 28.14±5.01 32.73±5.13

护理后 观察组 80.55±5.33*# 69.38±4.57*# 83.22±6.52*# 80.11±6.32*# 81.74±6.55* 85.88±7.01* 76.68±6.69*# 79.65±6.56*#

对照组 72.28±4.17* 60.32±5.11* 73.65±6.34* 71.15±6.27* 79.35±5.99* 86.24±7.24* 65.30±5.97* 72.61±5.89*

注：与护理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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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社会支持护理在帮助患者建立社会支持网、

提供精神支持方面发挥明显积极作用，可减轻患者

应激反应，最终使患者受益。

综上所述，强化社会支持护理可充分利用社会

支持为患者提供精神力量，缓解三叉神经痛患者的

焦虑、抑郁情绪，促进其自我效能与生活质量的提

升，使患者能积极面对疾病，值得推广。本研究中

患者完成初期效果评价后有较多病例失访，致使两

组资料不均衡，且未能分析强化社会指出护理对患

者后期生活的影响，为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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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状态的影响。国际护理学杂志，2014；33（3）：611-613
13. 潘亚英，程艳琪，张萍，等。术前疼痛认知教育对骨科

手术患者手术前后负性情绪和术后疼痛的影响。国际精

神病学杂志，2016；43（6）：1096-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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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接受治疗，同时，建立在良好医患沟通上，

护理理念为“以患者为中心”，使患者能够对自身矛

盾心理状态进行认识，并帮助患者对其进行克服，

最终达到使患者的行为发生改变的目的。

本研究在分析患者的心理症状和针对性的实施

心理护理，并改善患者对发病因素及预后的错误理

解，提升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进而使患者的身心

始终处于接受治疗的良好状态，有效提高预后的生

活质量。相关研究表明［10］，肿瘤患者获得家庭支持

状况与其心理状况具有紧密联系，家庭支持可以有

效降低心理应激反应，辅助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强化认知行为干预结合心理护理可

以有效减轻子宫内膜患者的不良情绪，提高患者的

正确认知行为，且促进患者治疗后的生活质量，因

而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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