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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相关因素与临床护理方法。方法：选取我院 2019年 2月~2019
年 8月期间收治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作为此次研究对象，共计 108例。需要研究人员将该 108例患

者按照摸球法分为对照组（54例）与观察组（54例），对照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运用常规护理方法，

而观察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需要对相关因素进行分析，采用全面护理干预。研究期间需要护理人员

做好记录工作，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生活质量、焦虑程度以及疼痛程度等。结果：观察组带状疱疹

后遗神经痛患者采用全面护理干预后生活质量评分为（55.96±3.41）分，而对照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

运用常规护理方式生活质量评分为（41.36±2.69）分，数据对比存在差异，具有实际统计意义（P＜0.05）。

此外，观察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疼痛程度评分（5.24±2.65）分，相较于对照组患者疼痛程度评分低

（8.79±1.58）分，组间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相关因素进

行分析，采用全面护理干预可以有效提升患者满意度、生活质量，缓解其焦虑、疼痛程度，具有较高的临

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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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ed factors and clinical nursing methods of postherpetic neuralgia.
Methods: A total of 108 patients with herpes zoster neuralgia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9 to August
2019 were selected. Researchers are required to divide the 108 patients into a control group (54 cases)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54 cases) according to the touch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with postherpetic neuralgia
use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s,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with residual neuralgia need to analyze
related factors and adopt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Nursing staff is needed to keep records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and compared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nursing satisfaction, quality of life, anxiety, and pain.
Results: Patients with herpes zoster neuralgia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using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had a quality of life score of (55.96 ± 3.41) points, whil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had herpes
zoster neuralgia with conventional care methods having a quality of life score of (41.36 ± 2.69) points,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data comparison, which has practical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5). In addition, the pain score of
patients with herpes zoster neuralgia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5.24 ± 2.65) poin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pain score was lower (8.79 ± 1.58) poin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Conclusion: Analysis of the related factors of postherpetic neuralgia and the use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 quality of life, relieve their anxiety and pain, and
have high clinical promo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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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状疱疹疾病在临床中比较常见，带状疱疹后 遗神经痛为该疾病的常见并发症之一。主要临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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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刀割样、烧灼样以及闪电式疼痛，该疼痛具有

持续性，会严重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影响其机体

健康。本次研究对导致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相关

因素进行分析，采用全面护理干预，具体研究结果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9年 2月~2019年 8月期间收治的

108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作为此次研究对象。

研究人员需要按照摸球法分为对照组（54例）与观

察组（54例），对照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运

用常规护理方法，患者年龄≥28岁，≤76岁，平均

年龄（46.78±3.65）岁，患者男女比例为（30:24）；

而观察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需要对相关因素

进行分析，采用全面护理干预，患者年龄≥29岁，

≤72岁，平均年龄（45.37±3.83）岁，患者男女比

例为（29:25），两组患者基础数据资料差异较小，

不具有实际统计意义（P＞0.05）。纳入标准为:（1）
经临床诊断为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疾病[1]。（2）病

情持续 3个月以上。（3）具有剧烈、严重疼痛的患

者。排除标准:（1）非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

（2）病程≤3个月的患者。

1.2 方法

给予对照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常规护理

方式，具体护理内容为局部按摩、用药指导等。而

观察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需要对疼痛相关因

素进行分析，采用全面护理干预，具体实施如下:（1）
护理评估，个人体质不同其疼痛程度也会存在一定

差异，需要对患者进行整体评估[2]。在实际评估前，

需要患者对其自身疼痛状况进行主诉，在此期间，

临床护理人员可以向患者提出关于疾病疼痛的问

题。最后由临床护理人员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

者进行护理评估，具体评估内容包括患者年龄、疼

痛性质、疱疹部位以及病程等，评估结果显示带状

疱疹后遗神经痛女性患者疼痛耐受性高于男性患

者；患者年龄越大疼痛程度越严重。（2）健康教育，

本次参与研究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病程均在

3个月以上，早期对带状疱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可以

有效降低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并发症的发生率。因

此，健康教育需要尽早有效执行，患者入院后临床

护理人员可以根据患者年龄、文化程度等进行疾病

健康教育，后期可通过交谈、发放相关资料以及电

话等形式实行健康指导。通过健康教育提升患者对

疾病的认知度，了解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规律，

进而提升患者治疗配合度[3]。（2）心理护理，带状

疱疹后遗神经痛较为剧烈，呈刀割样、烧灼样，会

使患者出现失眠、抑郁、食欲减退以及性欲降低状

况，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无法正常工作。因此，

临床护理人员需要适当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疼痛患

者进行心理疏导，通过沟通交流缓解患者负面情绪，

拉进护患之间距离，让患者对护理人员产生信任感。

此外，对于疼痛程度比较严重的老年患者，可以增

加关心度，在一定程度上体贴、帮助患者。（3）局

部按摩，需要临床护理人员每天对患者后遗神经疼

痛部位进行按摩，每次按摩持续时间为 1~3分钟，

每天按摩两次[4]。可以将按摩手法传授给患者家属，

对于疼痛比较严重的部位，可以适当增加按摩次数，

通过按摩缓解肌肉疼痛，达到舒筋活血、通畅经络

的效果。（4）缓解疼痛的方式，临床护理人员可以

借助音乐疗法、意象法以及分散注意力等方法缓解

患者疼痛。此外，患者在进行疼痛治疗时，需要协

助其采取正确的体位，并在治疗期间密切观察患者

生命体征[5]。

1.3 观察指标

观察组与对照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数据

评价以护理满意度、生活质量、焦虑程度以及疼痛

程度为主要评判标准。

1.4 统计学处理

观察组与对照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研究

数据需要通过 SPSS22.0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n）
为计数资料，患者护理满意度、生活质量、焦虑程

度以及疼痛程度使用（分）来表示，采用 t 进行数

据检验，两组数据存在差异时，以（P＜0.05）为具

有可比性。

2 结果

表 1 两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研究数据对比（分）

组别

（n=54）
患者满

意度
生活质量 焦虑程度 疼痛程度

观察组
96.85±
2.18

55.96±
3.41

32.58±
3.82

5.24±
2.65

对照组
82.96±
3.69

41.36±
2.69

39.63±
3.01

8.79±
1.58

X2 4.632 3.951 3.628 2.137

P值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主要是指疱疹病毒侵蚀神

经引起的神经痛，其典型症状为带状疱疹受累神经

分布区域剧烈疼痛，以肋间神经痛多见。该疾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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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相关研究结果显示与患者周围

神经组织病变、中枢神经异常有关[6]。本次研究对带

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进行护理评估，结果显示影

响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因素主要包括年龄、性别、

疱疹面积、合并类疾病以及疱疹部位等，其中年龄

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影响最大，造成该种状

况的原因是患者身体机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随之下

降，比较容易发生病毒感染，进而引起神经组织伤

害，间接引起疼痛，并且患者年龄增加后神经修复

功能会减弱，在发病时疼痛比较剧烈[7]。临床在对带

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护理时普遍采用常规护理

时，对疼痛缓解程度比较慢，患者在治疗期间比较

容易产生焦虑、抑郁不良情绪，影响治疗效果。本

次研究对观察组患者疼痛相关因素分析后，采用全

面护理干预，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满意度、生

活质量以及疼痛缓解程度均优于对照组患者，组间

差异显著（P＜0.05），说明采用全面护理干预可以

提升患者生活质量，降低痛感。出现该种状况的原

因是全面护理干预会对患者疼痛程度进行评估，在

其入院、治疗以及出院后进行健康教育，提升患者

疾病认知度[8]。在治疗期间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缓解

不良情绪，促使患者积极应对治疗，并且护理人员

会根据患者疼痛部位进行局部按摩，降低带状疱疹

后遗神经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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