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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罗西汀对围术期面肌痉挛患者的情绪、疾病不确定感及睡眠的影响

王向辉 、 杨继学 、 李东明 、 马云富

【摘要】目的　观察帕罗西汀对面肌痉挛患者在行显微血管减压术前、术后的情绪、疾病不确定

感和睡眠质量各项评分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7 年 3 月至 2019 年 7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114 例择期

行显微血管减压术的面肌痉挛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57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

微血管减压术治疗和围术期管理，观察组 57 例从术前一周开始增加帕罗西汀治疗，术后三周后对比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的情绪，及疾病不确定感评分及睡眠质量各分项评分。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

的 SAS 评分、SDS 评分明显低于治疗前（P< 0.05），且观察组患者的 SAS 评分、SDS 评分低于对照组

（P<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疾病复杂性、不确定性、疾病不确定感均优于治疗前（P< 0.05），且观

察组优于对照组（P<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睡眠质量各项指标均优于治疗前（P< 0.05），且观察组

睡眠质量各项指标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帕罗西汀可明显改善围术期的面肌痉挛患者情绪，

减轻患者的不确定感，提高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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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aroxetine on mood status，disease uncertainty and sleep quality of facial muscle spasm pa-
tients during perioperative period　　WANG Xianghui，YANG Jixue，LI Dongming，et al. Department of Neuro-
surgery，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paroxetine on the mood status，uncertainty of disease and sleep 

quality of patients with facial muscle spasm who underwent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Methods　From March 

2017 to July 2019，114 patients with facial muscle spasm who underwent elective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57 patients in each group. All the patients were given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and perioperative management，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increased paroxetine 

treatment from one week before the operation. The mood status，uncertainty of disease and sleep quality between two 

group were compared after three weeks of operation.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scores of SAS and SDS in two groups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P<0.05），the scores of SAS and SD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treatment，the complexity，uncertainty，and uncertainty of disease in the 

two groups were bett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P<0.05），and which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treatment，the indexes of sleep quality in the two groups were bett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P<0.05），and which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Paroxetin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mood state of facial muscle spasm patients during perioperative 

period，reduce their patient's sense of uncertainty，and improve their sleep quality.

【Keywords】Paroxetine；Facial muscle spasm；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Mood state；Disease uncertainty

面肌痉挛（FS），主要表现为一侧面部肌肉阵发

性、不自主的抽搐，多见于单侧面部，是一种临床上

常见的缓慢进展的周围神经疾病［1］。80％～90％的患

者是由桥小脑角区血管压迫面神经根引起，小部分由

炎症、肿瘤等因素而导致［2］。微血管减压术是在显微

镜下将压迫血管与面神经分离开，是唯一能彻底治愈

面肌痉挛的治疗方法，预后良好，但是患者在术前会

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造成术前患者血压波动、

术后过分依赖止痛剂、降低术后活动的主动性、增加

住院时间。临床主要通过术前教育、心理护理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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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问题，效果一般，本研究探讨帕罗西汀对显微血

管减压术围术期的面肌痉挛患者的情绪、患者的疾病

不确定感、睡眠质量的影响，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科 2017 年 3 月～2019 年 7 月期间 114 例

面肌痉挛择期行显微血管减压术患者，采用随机数

字表法分组分为两组。对照组 57 例，男 23 例，女

34 例；年龄 28～64 岁，平均（47.8±4.6）岁；病程

0.8～13.4 年，平均（5.3±1.1）年；左侧痉挛 28 例，

右侧痉挛 29 例。观察组 57 例，男 22，女 35；年

龄 27～65 岁，平均（48.2±4.4）岁；病程 1.0～14.1
年，平均（5.4±1.2）年；左侧痉挛 27 例，右侧痉挛

30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有可比性，无统计学意义

（P>0.05）。纳入标准：（1）患者均符合面肌痉挛的

诊断标准［3］。（2）年龄在 25～65 岁之间。（3）患者

同意观察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癫痫、

抽动症等引起的面部肌肉抽搐。（2）有严重心脑血管

及肝肾疾病。（3）不能接受手术治疗者。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行显微血管减压术，从术前一周开

始，对照组给予心理疏导、术前宣教、解答患者问

题等相关术前准备，为患者讲解手术过程，缓解恐

惧心理，消除焦虑、抑郁等精神问题。观察组增加

盐酸帕罗西汀（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031106，规

格：20mg/ 片）口服，每日早晨起床服用一片，手术

当天停药一次。术后三周对比两组疗效。

1.3　观察指标

（1）围手术期心理状态：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SAS）及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价：SAS 量表中，得

分超过 69 分为重度焦虑，得分在 60 到 69 之间为中度

焦虑，得分在 50 到 59 之间为轻度焦虑；SDS 量表中，

得分超过 73 为重度抑郁，得分在 63 到 72 分之间为中

度抑郁，得分在 53到 62之间为轻度抑郁。（2）疾病不

确定感：采用疾病不确定感量表评分：其中复杂性 10

项、不确定感 15 项，根据患者不同意的程度分别得

1～5分，相加分数越高表明患者的不确定感越高。（3）
睡眠质量：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4］：

计算患者在七个维度的得分情况，每个维度 0到 3分，

最后相加计算总分，得分越高睡眠质量越差。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 分析处理数据，均数 ± 标准差（x
±s）表示计量资料，t 检验；（n，％）表示计数资料，

χ2 检验。当 P<0.05 时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围手术期情绪状态

治 疗 前 两 组 患 者 S A S 评 分 、 S D S 评 分 对 比

（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 SAS 评分、SDS 评分与

治疗前对比（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SAS 评

分、SDS 评分与对照组对比（P<0.05）。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理状态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SAS评分 SDS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57 66.53±7.6446.28±5.17● 67.34±7.88 45.68±4.94●

观察组 57 67.02±7.8539.76±4.61● 68.13±8.04 37.85±4.23●

t 0.3377 7.1064 0.5298 9.0896

P 0.3681 0.0000 0.2986 0.0000

注：同组内与治疗前对比●P<0.05

2.2　两组患者疾病不确定感对比

治疗前两组患者复杂性、不确定性、疾病不确

定感对比（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复杂性、不确

定性、疾病不确定感与治疗前对比（P<0.05）。治疗

后观察组复杂性、不确定性、疾病不确定感与对照

组对比（P<0.05）。

2.3　睡眠质量对比

治 疗 前 两 组 患 者 睡 眠 质 量 各 项 指 标 对 比

（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睡眠质量各项指标与治

疗前对比（P<0.05）。治疗后观察组睡眠质量各项指

标与对照组对比（P<0.05）。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疾病不确定感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复杂性 不确定性 疾病不确定感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57 32.58±6.84 24.86±5.32▲ 46.97±8.24 41.53±7.57▲ 78.54±10.25 65.93±9.67▲

观察组 57 33.14±7.03 19.17±4.64▲ 47.16±8.31 36.28±7.26▲ 79.18±10.31 53.76±8.91▲

t 0.4310 6.0855 0.1226 3.7790 0.3324 6.9877

P 0.3336 0.0000 0.4513 0.0001 0.3701 0.0000

注：同组内与治疗前对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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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FS 是临床上一种常见的慢性进展性周围神经疾

病，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部分患者甚至出

现焦虑、抑郁［5，6］。围手术期心理准备可减轻焦虑、

抑郁出现的几率和程度，有利于减少麻醉剂用量，

增加术后患者主动活动的积极性，降低术后感染，

减少住院时间［7］。

帕罗西汀是常用的选择性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

剂（SSRI）［8］，可用于治疗抑郁症，尤其是伴有焦虑

的抑郁症。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SAS 和 

SD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说明帕罗西汀

的应用能有效减轻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本研究

与方洁等［9］的研究结果一致。

疾病不确定感是指患者缺乏对自身所患疾病的

认识，表现为对疾病的症状、治疗、护理以及严重

程度等问题不是很了解。疾病不确定感量表反映了

患者对自己所患疾病的认识程度，得分越高说明疾

病不确定感越强烈。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患者治疗

后疾病不确定感得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说

明帕罗西汀可能通过改善患者的情绪状态来缓解患

者的疾病不确定感。本研究与李雪等［10］的结果一致，

说明通过改善情绪能明显减轻患者的疾病不确定感。

睡眠质量下降是围手术期患者的常见问题，本

研究发现，观察组患者治疗后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降低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说明帕罗西汀

能通过缓解患者的抑郁焦虑情绪来提高睡眠质量。

这与姚万青［11］的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帕罗西汀能可以有效的缓解显微血

管减压术围术期的面肌痉挛患者的抑郁、焦虑情绪，

改善患者的疾病不确定感，提高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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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睡眠质量对比（x±s，分）

指标
对照组（n=57） 观察组（n=57）

t1 P1 t2 P2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入睡时间 2.29±0.41 1.67±0.31■ 2.31±0.43 1.12±0.27■ 0.2541 0.3999 10.1008 0.0000

睡眠时间 2.73±0.48 1.81±0.36■ 2.75±0.49 1.24±0.32■ 0.2201 0.4131 8.9345 0.0000

睡眠障碍 2.39±0.47 1.77±0.35■ 2.41±0.48 1.16±0.30■ 0.2248 0.4113 9.9905 0.0000

催眠药物 2.64±0.43 1.97±0.37■ 2.66±0.45 1.25±0.33■ 0.2426 0.4044 10.9643 0.0000

睡眠效率 2.59±0.36 1.59±0.24■ 2.62±0.39 1.03±0.21■ 0.4267 0.3352 13.2576 0.0000

睡眠质量 2.33±0.27 1.71±0.13■ 2.36±0.28 1.18±0.11■ 0.5823 0.2808 23.4971 0.0000

日间功能 2.49±0.43 1.75±0.36■ 2.51±0.44 0.96±0.31■ 0.2454 0.4033 12.5545 0.0000

PSQI总分 17.93±2.26 13.65±2.14■ 18.02±2.31 10.16±2.07■ 0.2103 0.4169 8.8498 0.0000

注：同组内治疗前后对比■P<0.05，t1、P1为治疗前比较，t2、P2为治疗后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