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结合护理（预印本）
Integrative Nursing Preprint

·1 ·

NursRxiv

作者版权开放（CC BY-NC-ND 4.0）

DOI：10. 12209/issn2708-3845. 20200723002

未经同行评议（NO PEER REVIEW）

耳穴贴压技术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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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耳穴贴压技术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失眠症状的影响。方法

便利选取 2020 年 2 月至 3

月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南一区、综五区住院的 62 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失眠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
试验组为常规治疗基础上联合耳穴贴压技术，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耳穴贴压选择单侧耳，取心、神门、交感、
神经衰弱区、上肺、下肺、平喘穴等穴位，每周两次，共观察 14 天。干预前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问卷评价
患者的一般情况 ，干预前后分别采用失眠严重程度指数量表（ISI）、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
（SAS）、Kolcaba 舒适状况量表评价患者的失眠严重程度、抑郁、焦虑及舒适状况。结果

患者一般资料中氧

疗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差异（χ2=12. 579，P=0. 000）；干预前后两组失眠严重程度指数量表总分变化值组

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 662，P=0. 000），根据氧疗进行分层分析，干预前后两组失眠严重程度指数量

表总分变化值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 877，P=0. 000），试验组组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4. 247，P=0. 000）；干预前后两组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及 Kolcaba 舒适状况量表评分变化值组间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干预前后试验组焦虑自评量表总分组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 673，P=
0. 008）。结论

耳穴贴压技术能有效改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失眠症状，改善其因失眠导致的焦虑情

绪，耳穴贴压技术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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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auricular point pressing with bean on insomnia
in patients with COVID-19
Li Jing，Xie Xiaolei，Zhao Nan，Song Libo，Liao Juan，Jing Jing
（Xiyuan Hospital CACMS，Beijing，100091）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auricular point pressing with bean on in⁃
somnia in patients with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 Method All patients with COV⁃
ID-19 suffering from insomnia who were coming from the South-first-district and general-five-dis⁃
trict inpatient wards of Jin Yintan hospital，Wu Han from February to March，2020. Sixty-two pa⁃
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Based on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using auricular point press⁃
ing with bean in experimental group，while only using conventional treatment in control group.
The auricular acupoints in one ear were selected with heart，shenmen，sympathetic，neurasthenia，
upper lung，lower lung，and anti-asthma etc. ，twice a week for 14 days.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general condition of the patients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The insomnia severity index（ISI），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and Kolcaba Comfort Scale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severity of insomnia，depression，
anxiety and comfort statu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Results In general data of patients，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oxygen therapy between groups（χ2= 12. 579，
P = 0. 000）.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 total score
of insomnia severity index between the two groups（Z=-3. 662，P=0. 000）. According to the st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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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ied analysis of oxygen therapy，the total score of ISI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was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t=
t=33. 877
877，
，P=
P=00. 000
000）
）. Through intra group comparison，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experimental group on the total score of ISI（Z= -4. 247，P =
0. 000）.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cores of SDS，SAS and Kolcaba Comfort
scal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P > 0. 05）；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experimental group of anxiety scale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z = -2. 673，
P = 0. 008）. Conclusion Auricular acupoint compress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ymptoms
of insomnia in covid-19 patients，and improve the anxiety caused by insomnia in covid-19 pa⁃
tients. Auricular acupoint compression technique is worth promoting and applying.
KEY WORDS：Auricular point pressing with bean；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
Insomnia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是由 2019-

授权签署知情同意书；
（6）患者在此期间未服用治
疗失眠的药物及其他治疗失眠的措施，或在原治

nCoV 的病原体导致的一种急性、感染性肺炎，以

疗基础上药物剂量未增加。排除标准：
（1）治疗期

体温升高、咳嗽、呼吸困难、乏力等为主要临床表

间不愿意配合者；
（2）治疗期间新冠肺炎转为危重

现 ，部 分 重 症 患 者 可 引 起 急 性 呼 吸 窘 迫 综 合 征

型的患者；
（3）精神病患者，合并有造血系统、肝、

（ARDS）等严重并发症，潜伏期为 1-14 天

［1-2］

。住

院期间的新冠肺炎患者因对该病不了解，常因焦
［3］

心血管、肺和肾等严重原发性疾病者；
（4）对酒精、
胶布过敏者。病例剔除标准：
（1）在原治疗失眠的

虑恐惧引发明显失眠，严重影响其身体的恢复 。

基础上增加了药物剂量或其它治疗措施，或研究

失眠为中医的不寐症，责之于心、肝、脾及肾等脏

期间患者在原治疗基础上增加了药物剂量；
（2）因

［4］

器，心肝两脏尤为密切相关 ，失眠可导致新冠肺
［5］

炎患者焦虑、恐慌等负性情绪 ，严重影响愈后疗
效，急需解决。耳穴贴压技术是通过王不留行籽
对患者耳廓上的穴位和反应点进行刺激，以达到
［6］

疏通经络、调整气血的效果，可有效改善失眠 。
疫情期间，首批国家中医医疗队护理团队在武汉
金银潭医院救治新冠肺炎患者期间，积极采用耳
穴贴压技术改善患者失眠状况，对保证治疗有效
率具有重要的意义，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现报
道如下。

1
1. 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本组研究了 2020 年 2-3 月在武汉市金银潭

医院南一区、综五区住院的新冠肺炎失眠患者，共

病情发展无法继续进行治疗者；
（3）在研究期间发
生特殊生理变化、不良事件和并发症者不宜继续
接受研究者。由 SAS 软件产生随机数列，将 64 例

患者按照入组的先后顺序随机分配随机号入组，
按 1：1 的比例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两组患

者性别、年龄、发病天数、临床分型、住院天数等方

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 05），见表 1。
两组患者西医常规治疗、中医治疗、激素治疗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两组患者氧疗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见表 2。本研

究经过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并经患者及其家属知情同意。
1. 2

研究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治疗及护理方法，试验

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耳穴贴压技术进行

入组 64 例，脱落 2 例，其中男性 26 例（41. 9%），女

干预，具体干预方法如下：取单侧耳，选择心、神

岁）；其 中 轻 型 16 例（25. 8%），普 通 型 27 例

75% 酒精棉签对患者耳廓进行消毒，并消毒操作

合新冠肺炎轻型、普通型、重型诊断标准的患者；

准所选穴位黏牢，嘱病人定时按压刺激埋豆处，每

性 36 例（58. 1%）；年 龄 25-75 岁（54. 19±11. 62

门、交感、神经衰弱区、上肺、下肺、平喘等穴位，用

（43. 5%），重型 19 例（30. 7%）。 纳入标准：
（1）符

者手指，用探针取穴将粘有王不留行籽的胶布对

（2）符合失眠中医诊断标准者；
（3）符合失眠西医
诊断标准者；
（4）年龄介于 18-75 岁；
（5）同意接受
治疗，患者本人或法定监护人通过手机软件、语音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日点按 3-5 次，按压程度以患者能忍受为度，每个
穴位按压 20-30 次，两耳轮换使用，每周 2 次，共
干预 14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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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项目

对照组（n=32）
（x±SD）/n（%）

t/χ2

P

52. 17±11. 22

56. 21±12. 01

-1. 37

0. 18

15（50. 00）

21（65. 60）

1. 55

0. 21

15（50. 00）

男
女

发病天数

29. 27±11. 75

29. 38±12. 97

-0. 03

0. 97

10（33. 30）

17（53. 10）

-1. 56

0. 12

14. 07±8. 77

13. 21±8. 06

0. 39

0. 70

普通型

住院天数

两组患者治疗情况比较（n=62）
试验组

对照组

（n=30）

（n=32）

n（%）

n（%）

30（100）

32（100）

西医常规治疗
中医治疗
氧疗

1. 3. 1

P

－

－

26（81. 30）

2. 30

0. 13

28（93. 30）

17（53. 10）

12. 58

0. 00*

注：*代表 p＜0. 05

1. 3

t/χ2/Z

29（96. 70）
3（10. 00）

激素治疗

9（28. 10）

13（43. 30）

重型

表2

11（34. 40）

7（23. 30）

轻型
临床分型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n=62）

试验组（n=30）
（x±SD）/n（%）

年龄
性别

·3 ·

0

1. 54

0. 21

观察指标
主要观察指标

6（18. 80）

1. 3. 2. 2

焦虑：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进行评价。该量表由 W. K.

Zung 于 1971 年编制，用于评定病人焦虑的主观感
受，含有 20 个条目，采用 Likert 4 级评分的自评量
表。SAS 适用于具有焦虑症状的成年人。评分标
准：SAS 标准差的分界值为 50 分，其中 50-59 分

为轻度焦虑，60-69 分为中度焦虑，69 分以上为重
度焦虑。
1. 3. 2. 3

舒适状况：采用 Kolcaba 的舒适状况量

表（general comfort questionaire，GCQ）进行评价。

失眠严重程度 采用失眠严重程度指数（In⁃

该量表是美国舒适护理专家 Kolcaba 在她研究的

somnia Severity Index，ISI）量表进行评价，该量表

舒适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具有较好的内部一

由 Morin 编制，专门针对失眠患者设计，不仅能评
估失眠的严重程度，也能反映失眠对健康和日间
功能影响的信息，被认为是一个潜在的能够广泛

应用于临床患者的失眠评估工具。该量表 2010
年由香港学者引入我国，2018 年白春杰等使用本
量表对临床失眠患者进行信度和效度研究，内部

致性，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96，朱丽霞等将本量

表应用于住院患者评估其信度与效度，具有较好
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92［8］。
1. 4

统计学方法

所有资料采用 SPSS22. 0 进行统计描述或统

计分析，计量资料正态分布采用均值±标准差进

一 致 性 Cronbach’s α 系 数 为 0. 80，重 测 信 度 为

行统计描述，非正态分布采用中位数、极大极小

评分法，每个条目 0-4 分，总分为 0-28 分，评分越

（构成比）进行统计描述。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

著临床表现的失眠；8-14 分为轻度失眠；15-21 分

数检验；计数资料根据资料理论频数情况采用卡

1. 3. 2

在明显差异，或研究过程中存在明显影响结果的

0. 89 。该量表由 7 个条目组成，采用 Likert 5 级
［7］

值、四分位数进行统计描述；计数资料采用频数

高表明失眠程度越严重，评分标准：0-7 分为无显

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非参

为中度失眠；22-28 分为重度失眠。

方检验或 Fisher 精确概率法检验。干预前两组存

1. 3. 2. 1

相关因素，则以这些因素应作为协变量进行 Lo⁃

探索性观察指标

抑郁：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进行评价。该量表的原型
是 Zung 抑郁量表（1965 年），用于评定病人抑郁的
主观感受，含有 20 个条目，采用 Likert 4 级评分的
自评量表。适用于具有抑郁症状的成年人。评分

标准：40 分以下者为无抑郁；40-47 分为轻微至轻
度抑郁；48-55 分为中至重度抑郁；56 分以上为重
度抑郁。

gistic 回归分析。

2
2. 1

结果
干预前后两组失眠严重程度指数量表总分

变化值比较
干预前后试验组与对照组失眠严重程度指数
量表总分变化值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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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5）；干预前后试验组失眠严重程度指数量表总

疗干预不均衡因素，根据氧疗与否对患者进行分

失眠严重程度指数量表总分组内比较差异无统计

量表总分变化值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分组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对照组

学意义（P>0. 05），见表 3。考虑两组患者基线氧
表3

0. 05），见表 4。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失眠严重程度指数量表总分变化值比较
试验组（n=30）M（Q1，Q3）

项目

层分析，两组接受氧疗患者的失眠严重程度指数

对照组（n=32）M（Q1，Q3）

Z

P

0（-2. 5，2. 75）

-3. 66

0. 00*

6. 00（1. 75，13. 00）

失眠严重程度指数量表总分变化值

-4. 25

Z
注：*代表 p＜0. 05
表4

0. 40

两组氧疗患者失眠严重程度指数量表总分变化值干预前后分层分析

试验组（n=28）
（x±SD） 对照组（n=17）
（x±SD）

项目
失眠严重程度指数量表总分变化值
t

7. 71±6. 69

0. 41±5. 03

-4. 25

0. 34

0. 00

P
注：*代表 p＜0. 05

2. 2

0. 85

0. 00*

P

P

3. 88

0. 00*

0. 74

*

干预前后两组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

评 量 表 总 分 组 内 比 较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Z=-

干预前后两组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

总分组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详

表、Kolcaba 舒适量表总分变化值比较

及 Kolcaba 舒适量表总分变化值组间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 05）；干预前后试验组焦虑自
表5

项目
焦虑自评量表总分变化值
抑郁自评量表总分变化值
Kolcaba 舒适量表总分变化值

3

t

试验组（n=26）M（Q1，Q3）

对照组（n=30）M（Q1，Q3）

Z

P

2（0，6. 25）

0（-3. 00，7. 75）

-1. 276

0. 202

-1. 00（0，6. 25）

0（-3. 00，7. 75）

-0. 239

0. 811

0. 50（-3. 25，3. 00）

新冠肺炎患者失眠情况及因素分析
新冠肺炎是在全球范围爆发的急性呼吸道传
染病，其传染性、病死率均高于以往任何一种急性
传染病，易给患者造成焦虑恐慌心理。其次由于
传染性疾病的特殊性，患者往往存在自闭、自卑
感，害怕给周围人群造成麻烦以及受到周围人群
的嫌弃、厌恶［5］，逐渐表现出心烦意乱等不良情
绪，使患者在住院期间伴有明显失眠症状［4］。通
过 对 新 冠 肺 炎 患 者 进 行 症 状 调 查 分 析 发 现 ，约
50% 的患者存在失眠症状，且程度较重，纳入的
62 例新冠肺炎失眠患者中，有 25 例为中重度失
眠，占总数的 40. 32%。根据本次研究数据结果显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见表 5。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焦虑、抑郁及舒适量表总分变化值比较

讨论

3. 1

2. 77，P=0. 01），抑郁自评量表、Kolcaba 舒适量表

0（-4. 25，3. 00）

-0. 784

0. 433

示新冠肺炎患者出现失眠症状主要与以下几个因
素有关。①疾病因素：受到疾病因素影响 ，新冠
肺炎患者易在夜间出现咳嗽、咳痰、胸闷、气促等
临床症状，重症患者往往会出现严重的呼吸困难
及低氧血症，需要进行鼻导管吸氧、经鼻高流量氧
疗或有创机械通气等治疗［6］，严重影响其自身的
睡眠质量。②药物因素：在新冠肺炎患者治疗的
常用药物中，有些药物对病情进行有效缓解的同
时也对其睡眠质量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如有
些激素类药物具有神经兴奋作用，在应用中极易
造成患者出现激动失眠的情况［7］，而有些抗菌素
如喹诺酮类药物易导致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性增
高，从而引起惊恐、烦躁、兴奋等一系列神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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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8］，致使睡眠质量遭到不利影响。③环境因

效果显著。神门穴具有镇静安神作用，多用于神

素：新冠肺炎患者在入院接受治疗后，其生活休息

经衰弱、更年期综合征、失眠、癔病等神经、精神系

环境产生巨大变化，生活习惯也发生了一定程度

统疾病，其具体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负激活了额

上的改变，致使患者睡眠质量受到直接影响。④

叶、岛叶、小脑、边缘系统来实现的［16］。新冠肺炎

心理因素：新冠肺炎患者患病后对病情发展忧心

患者因胸闷、胸痛症状影响睡眠，交感耳穴有明显

忡忡，担心疾病复发、预后等问题，心理负担较重，

的益心安神的作用［17］。神经衰弱区有镇静、解痉、

还有些患者牵挂家人、孩子，情绪易受到波动，心

消炎止咳的作用［18］；上肺、下肺、平喘穴有宣肺、平

理承受能力偏低。另外，在新冠肺炎患者住院期

喘、祛痰之功，发挥定喘镇静、止咳、消炎、肾纳气

间，由于疾病的特殊性，其休养空间较为独立，不

之效［19］。以上穴位联合使用可通过节段性交感神

能与家人、朋友相聚，因此在心理上存在着一定的

经反射，并在迷走神经介导的系统性胆碱能抗炎

［9］

孤独感，在夜间无法安心入睡 。可见，失眠是新

通路参与下，协调对肺炎的双重免疫调控，达到减

冠肺炎患者普遍存在又亟待解决的护理问题。

少炎性反应，降低肺部症状的目的，从而对新冠肺

3. 2

耳穴压豆技术能有效改善新冠肺炎患者的

失眠症状

炎的呼吸道及其他系统受损器官起到修复作用，
发挥对机体内脏器官保护作用。中医药在此次新

本研究干预前后两组失眠严重程度指数量表

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展现出不可估量的能力，中医

总 分 变 化 值 组 间 比 较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P<

护理亦在其中发挥着作用，耳穴贴压技术能够缓

0. 05）。干预前后试验组失眠严重程度指数量表
总分组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对照

组组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考虑

两组患着基线氧疗干预不均衡因素，根据氧疗与

解新冠肺炎造成的心理危机，有效提高患者的睡
眠质量。
3. 3

耳穴贴压技术改善新冠肺炎患者失眠症状

相关探索性指标分析

否对患者进行分层分析，两组接受氧疗患者的失

本研究针对新冠肺炎患者失眠可能引发抑

眠严重程度指数量表总分变化值组间比较差异有

郁、焦虑及舒适度进行了初步探索性疗效观察，干

统计学意义（P<0. 05）。两项结果均提示耳穴贴
压技术可有效改善新冠肺炎患者的失眠症状，这
主要与耳穴贴压技术的作用机制有关。首先，耳
穴贴压技术是祖国医学中非药物疗法的一种，使

预前后两组抑郁自评量表总分变化值组间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试验组、对照组组内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 05）。依据既往

研究结果，采用中医护理技术改善患者的抑郁状

用王不留行子、磁珠等圆形物质贴敷在耳穴上达

态需要较长的干预时间［10］，即耳穴贴压技术不能

到治病的一种疗法，具有激活胆碱能抗炎通路，对

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改善患者的抑郁状态，本研

内脏器官具有保护作用，在疾病的恢复期对受损

究结果符合临床中医护理技术对抑郁的干预时效

［9］

器官起到修复作用 。耳穴贴压技术对睡眠、情
［10］

绪的作用考虑与其神经免疫调节机制有关

和临床现状，因此今后针对新冠肺炎患者的失眠

，该

症状制定耳穴贴压技术调护方案，需延长干预时

技术通过激发机体内源性调节系统，促进机体自

间。新冠肺炎作为一种突发的重大性传染病，使

［11］

稳态的调控，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同时耳穴

患者身体及精神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多数人出

贴压技术既无服药之苦，又无针刺之痛，操作既简

现了不同程度的焦虑反应，精神紧张、失眠、多梦

单又方便，长效持续刺激穴位，是症状护理最常用

等。操静等研究新冠肺炎患者焦虑、抑郁状况显

［12］

的中医技术之一

。其次，本研究合理选择耳穴

主穴及配穴，有效缓解失眠。中医讲，心主神明，
心失所养，邪扰心神，导致心神不宁，出现失眠症
状。心穴具有宁心安神、清泻心火之功效；神门穴

示：148 例患者的焦虑 32 例（ 21. 62% ），中、重度
抑郁 28 例（18. 92%）［14］。另本研究显示，新冠肺

炎失眠伴焦虑抑郁的患者占比为 23. 7% 。焦虑、
抑郁障碍患者往往有特征性的频繁夜间觉醒、早

是镇静安神之要穴，李平安等认为神门穴是通过

醒及再入睡困难［13］。失眠患者的睡眠质量越差，

提高左右椎动脉及基底动脉的血流速度来减轻失

其焦虑、抑郁程度越重［15］。因此，应注重调节失眠

眠、头昏、头痛等症状的［13］。本研究根据失眠症状

患者的情绪。本研究显示，干预前后试验组焦虑

选择配穴：心、神门、交感、神经衰弱区；同时根据

自评量表总分组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肺炎症状选择：上肺、下肺、平喘穴，两者结合选穴

0. 05），对照组焦虑自评量表总分组内比较差异无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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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P>0. 05），可能与耳穴贴压技术改善
新冠肺炎患者失眠症状，进而改善了患者失眠相
关焦虑状态。基于既往研究表明，耳穴贴压技术
以中医经络学说、现代医学解剖学及生理学为基
础，在治疗神经衰弱、抑郁症、失眠、焦虑症等病症
方面已被认可，可通过持续刺激双侧耳部穴位，经
经络、血管、神经、内分泌等各系统相互协调、相互
作用，达到运行气血、调节脏腑阴阳的目的［11］，因

危机的原因及对策［J］. 人民军医，2015，58（11）：
1283-1285.

［4］ 严丽，李永胜 .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症患者的识别
和处理策略［J］. 新医学，2020，51（3）：161-167.

［5］ 黄韩宇，陈超，司天梅 . 新冠肺炎疑似患者的心理
自 助［J］. 中 国 心 理 卫 生 杂 志 ，2020，34（3）：
251-253.

［6］ 章珊珊 . 产后缺乳与体质等因素的相关性［D］. 郑
州：河南中医药大学，2016：23.

此本研究选取心、神门、肺、平喘穴，配上交感、神

［7］ 白春杰，纪代红，陈丽霞，等 . 失眠严重程度指数

经衰弱区，可改善新冠肺炎患者的焦虑情绪。综

量表在临床失眠患者评估中的信效度研究［J］. 中

上所述，针对新冠肺炎失眠患者，实施耳穴压豆治
疗，既对失眠有良好的调节作用，又能改善患者的
焦虑情绪，提高治疗效果。
3. 4

本研究局限性分析
本研究全部数据来源于武汉金银潭医院住院

期间新冠肺炎患者，是临床第一手资料，数据来之
不易，但因人力和时间不足存在一定局限性：全部

国实用护理杂志，2018（28）：2182-2186.

［8］ 朱丽霞，高凤莉，罗虹辉，等 . 舒适状况量表的信
效度测试研究［J］.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06，22

（13）：57-59.

［9］ 张陈豫，王立新 . 从中医学角度认识刺激迷走神经
治 疗 偏 头 痛［J］. 西 部 中 医 药 ，2019，32（11）：
113-115.

［10］ 廖娟，韩布新，赵楠，等 . 揿针联合五行音乐改善

数据需在疫情期完成，样本量较少，且时间较短，

晚期肿瘤患者肝气郁结型失眠的疗效观察［J］. 世

针对试验组和对照组随机化分组过程中没有进行

界 科 学 技 术 - 中 医 药 现 代 化 ，2018，20（2）：

盲法设计，本研究仅列出焦虑量表变化，因新冠肺
炎病情特殊性，本研究对抑郁，舒适度量表分析中
发现有更多的缺失数据，仅为探索性指标，没有进
行列表分析，另外，对耳穴贴压技术干预周期还比
较短，今后将基于本次研究结果，扩大样本量分

219-223.

廖娟，韩布新，赵楠，等 . 揿针联合五行音乐改善
晚期肿瘤患者肝气郁结型失眠的疗效观察［J］. 世
界 科 学 技 术（中 医 药 现 代 化），2018，20（2）：
219-223.

析，延长耳穴贴压技术干预周期及干预后随访，分

［11］ 任菊红 . 耳穴压豆治疗失眠患者 34 例临床疗效观

多个时间段（如入院时、住院期间、疾病恢复期、出

［12］ 崔敏 . 耳穴埋豆疗法临床应用研究进展［J］. 中国

院随访等），纵向探讨耳穴贴压技术对新冠肺炎患
者焦虑、抑郁以及舒适度的影响，为新冠肺炎患者
不同时期睡眠及情绪调理的中医非药物干预方法
提供进一步证据支持，本研究为新冠肺炎患者寻
求了一种有效改善失眠的中医护理技术，今后耳
穴贴压技术疗法为新冠肺炎患者失眠研究方向。
综上所述，针对新冠肺炎患者失眠状态，采用
耳穴贴压技术可有效缓解患者的失眠，改善患者
的焦虑情绪，耳穴贴压技术疗法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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