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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感音乐疗法联合心理干预对肾癌患者围手术期心理健康和术后康复的影响

万　俐 1 、 白忠原 2 、 张轶庠 2 、 廖淑萍 1 、 刘红艳 2

【摘要】目的　探讨体感音乐疗法联合心理干预对肾癌患者围手术期心理健康和术后康复的影响。

方法　收集我院收治的肾癌患者 80 例，将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n=40）和对照组（n=40），两组患者

均给予常规护理和心理干预，在此基础上观察组术前给予体感音乐疗法，观察两组患者围手术期心理

健康和术后康复情况。结果　两组患者入院时焦虑自评量表评分（SAS）和抑郁自评量表评分（SDS）

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患者术后 3 天和术后 7 天 SAS 和 SDS 评分均显著

下降（P<0.05）。两组患者术前 AngII 和 CRP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 24h 观察组患者 AngII

和 CRP 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术后肛门排气时间较对照组显著缩短（P=0.034）。结

论　体感音乐疗法联合心理干预有助于更好地改善肾癌患者围手术期心理健康，加速术后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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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omatosensory music therapy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perioperative mental 
health and post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in patients with renal carcinoma　　WAN Li，BAI Zhongyuan，ZHANG 
Yixiang，et al. Department Of Health Examination Center in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Jinan University，Shen-
zhen People’s Hospital，Shenzhen 51802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somatosensory music therapy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in-

tervention on perioperative mental health and post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in patients with renal carcinoma.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renal carcinoma in our hospital were prospectively collected and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to an observa-

tion group（n=40）or a control group（n=40）. The patients in the both groups receive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somatosensory music therapy before the operation. And the 

perioperative mental health and post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of the both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and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

on admission（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got more decreasing levels of 

SAS and SDS scores at 3 days and 7 days after the operation（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AngII and CRP before the operation（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atients in the observa-

tion group got more decreasing levels of AngII and CRP at 24h after the operation（P<0.05）. The postoperative anal ex-

haust time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hen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0.034）. Conclu-
sion　Somatosensory music therapy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s more helpful to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in patients with renal carcinoma during perioperative period，and to accelerate post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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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和手术对患者而言均是一个较大的负性刺

激事件，在这种重大负性刺激事件打击下，患者极

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不良心理状况。杨淑敏等研

究显示住院的肾癌患者抑郁发生率高达 77％［1］。抑

郁可导致思维消极、悲观与自卑，无法有效配合临

床医师诊治。且抑郁状态下，患者对外界刺激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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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下降，而手术对患者生理系统而言，同样是重大

刺激事件，过大的术后应激反应不利于术后康复［2］。

因此改善肾癌患者围手术期心理健康状况，具有重

要意义。体感音乐疗法是通过音波理疗原理，用身

体感知音乐，声波调节健康，目前主要被用于焦虑、

抑郁和睡眠障碍患者的放松和催眠训练［3］，通过改善

睡眠质量使得人体代谢状态得以改善，细胞被活化，

活性得到有效增强。国内研究显示体感音乐疗法可

以显著降低妇科手术患者焦虑状态，加速患者术后

康复［4］。本研究旨在探讨体感音乐疗法联合心理干预

对肾癌患者围手术期心理健康和术后康复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自 2016 年 1 月 ~2017 年 1 月，收集我院收治的

肾癌患者 80 例，将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n=40）和

对照组（n=40）。其中观察组男性 27 例，女性 13 例，

年龄范围为 24~65 岁，平均年龄为（48.27±9.12）

岁，左侧肾癌 24 例，右侧肾癌 16 例，肿瘤直径范围

为 2.23~7.78cm，平均肿瘤直径范围为（5.13±1.24）

cm，身体体重指数范围为 19.24~32.57kg/m2，平均身

体体重范围为（24.38±2.47）kg/m2，4 例合并高脂血

症，5 例合并高血压病；对照组患者男性 25 例，女

性 15 例，年龄范围为 23~65 岁，平均年龄为（48.42
±9.22）岁，左侧肾癌 26 例，右侧肾癌 14 例，肿瘤

直径范围为 2.32~7.81cm，平均肿瘤直径范围为（5.18
±1.12）cm，身体体重指数范围为 19.41~32.62kg/m2，

平均身体体重范围为（24.43±2.52）kg/m2，3 例合并

高脂血症，6 例合并高血压病。两组患者性别、年龄、

肾癌部位、肿瘤直径、身体体重指数和合并症等均

无统计学差异（P>0.05）。所有患者均行后腹腔镜肾

癌根治术，对本研究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本研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纳入标准

⑴肾癌（TNM 分期为 T1N0M0-T2N0M0）；⑵术前

CT 或 MRI 显示肿瘤直径 <8cm 且无肾静脉癌栓或明显

淋巴结转移；⑶年龄≥ 18 岁且≦ 65 岁；⑷同意参与本

研究。排除标准：⑴合并其他恶性肿瘤；⑵ 6 月内曾服

用免疫调节剂；⑶肝肾等脏器功能不全；⑷既往心肌梗

死、脑卒中等重大心血管疾病；⑸溃疡性结肠炎等免疫

系统疾病；⑹甲状腺功能亢进或低下等重大内分泌系统

疾病；⑺糖尿病；⑻精神分裂等神经或精神系统疾病。

1.3　干预方法

入院后完善相关检验检查，择期手术，术前两

组患者均给予常规心理干预，包括以下三项措施：⑴

心理干预方法：术前 1 天由一名心理医师对患者进行

术前谈话，由医师根据谈话分析引起患者焦虑的原

因，并进行相对应的处理，30~60 分钟，直至手术。

⑵嘱一名家庭成员术前每日陪同患者，对患者进行

心理疏导，消除患者紧张情绪，在不影响患者休息

情况下，尽可能延长陪同时间，时间跨度为入院至

出院。⑶术前 60 分钟进入手术室，由手术室中一名

受过培训的护士对患者进行心理安慰，约 10 分钟。

⑷入院时由主治医师对患者进行健康知识宣教，让

患者充分认识疾病，积极面对疾病。在此基础上，

观察组给予体感音乐床疗法，音乐以放松为主，每

次 30~60 分钟，直到患者彻底放松，每天 1 次，直

至手术。择期行“后腹腔镜肾癌根治术”治疗。

1.4　观察指标

主要观察指标包括焦虑自我评分（self-rating 

anxiety score，SAS）、抑郁自我评分（Self-rating 

depression score，SDS），上述两个量表用于评估患

者的焦虑和抑郁严重程度，得分越高代表焦虑和

抑郁程度越严重。采集患者血清测量 C- 反应蛋白

（CRP）、应激激素血管紧张素（AngII）水平。评估

对比患者手术时间、出血量、术后肛门排气时间、

住院天数、切口感染率。

1.5　统计方法

应用 SPSS21.0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符合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使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

比较使用 t 检验；计数数据用百分率（n，％）表示，采

用卡方（χ2）检验，P<0.05 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围手术期心理健康状况比较

两组患者入院时 SAS 评分无统计学差异（57.43
±13.74 vs.52.65±12.98，P=0.114）。与对照组比

较，观察组患者术后 3 天和术后 7 天 SAS 评分显著

下降［（43.53±11.29 vs.58.15±13.78，P=0.000）

和（44.50±11.84 vs.57.53±14.33，P=0.000）］。两

组患者入院时 SDS 评分无统计学差异（50.83±9.39 

vs.50.58±11.11，P=0.914）。与对照组比较，观

察组患者术后 3 天和术后 7 天时 SDS 评分显著降

低［（41.88±11.96 vs.48.53±11.23，P=0.012）和

（44.10±12.72 vs.49.85±10.47，P=0.030）］。

2.2　两组患者应激反应比较

两组患者术前 AngII 和 CRP 对比，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术后 24h 观察组患者 AngII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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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随着外科技术的发展，现在各类手术越来越小型

化，旨在减少患者术后应激反应和并发症，加速患者术

后康复。目前，对于 TNM 分期为 T1N0M0-T2N0M0期的

肾癌患者，后腹腔镜肾癌根治术是最常用的手术方法。

虽然手术在小型化的同时，明显减少了患者围手术期应

激反应和并发症，但癌症和手术对患者而言仍是重大的

负性刺激事件，因此大部分肾癌患者围手术期存在一定

的心理健康问题［5］。本研究旨在通过改善患者心理健康，

而减少患者术后应激反应，加速患者术后康复。

远在古埃及时代，人类就开始使用音乐治疗疼

痛，将铜管类乐器置放于坐骨神经疼痛部位而缓解

疼痛。1982 年 Olav Skile 博士发现体感音乐可以有效

缓解脑瘫患儿肢体痉挛，并在国际上提出来了体感

音乐疗法这一概念。体感音乐疗法通过利用身体感

知音乐的方式，将音乐中低频信号（16~150Hz）经过

物理换能转换成振动，进行心理和生理的刺激，促

进人体身心愉悦和放松，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抑郁、

焦虑、失眠等患者中的治疗。本研究显示体感音乐疗

法联合心理干预可以显著降低肾癌患者围手术期 SAS

和 SDS 评分，降低术后应激反应（AngII 和 CRP），加

速术后康复（缩短肛门排气时间）。目前，尚无研究

探讨体感音乐联合心理干预对肾癌患者围手术期心

理健康的影响。但华云珍等研究显示体感音乐疗法可

以有效降低中风后抑郁患者心理健康，改善患者生活

质量［6］。朱丽娟等研究显示体感音乐疗法可以有效改

善睡眠障碍患者睡眠质量，改善患者身心健康［7］。屈

菲等研究显示体感音乐可以有效改善脑卒中后上肢

痉挛患者临床症状［8］。体感音乐对人体身心健康的作

用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⑴体感音乐治疗时，

通过听觉感受温和、放松的音乐，音乐本身具有一

定的心理治疗作用。⑵体感音乐技术通过物理技术，

将音乐中的低频信号转换成振动，进而通过振动和

骨传导，继发身体的松弛反应和生理反应，最终达

到促使患者放松的目的。⑶另外，用声音驱赶寂寞

或紧张是人类的本能，抑郁、焦虑患者存在一定程

度的社会关系交往障碍，体感音乐可以很好地作为

一种“交流”方式，减少患者的孤独感，帮助患者控

制不良情绪。⑷另外，体感音乐还有一定的镇痛作

用，减少患者围手术期疼痛，而改善患者身心健康［9］。

⑸体感音乐振动可以激活大脑中枢［10］，促进机体产

生安多芬等天然活性物质，安多芬具有镇痛和促进

组织愈合和修复的作用而加速患者术后康复。

综上所述，体感音乐疗法联合心理干预有助于更

好地改善肾癌患者围手术期心理健康，加速术后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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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P 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2.3　两组患者手术和术后康复情况

观察组患者术后肛门排气时间显著缩短（31.39

±9.84 vs.35.82±8.49 h，P=0.034）。两组患者手术

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天数和切口感染等均无统

计学差异（P>0.05）。见表 2。

表1　两组患者术后应激反应（x±s）

分组 n
AngII（pg/ml）

t值 P值
CRP（mg/L）

t值 P值
术前 术后24h 术前 术后24h

观察组 40 41.37±12.65 57.49±13.51 5.509 0.000 8.91±2.82 12.49±5.91 3.458 0.001

对照组 40 41.91±12.51 74.29±12.37 11.640 0.000 8.82±2.49 17.62±6.82 7.666 0.000

t值 0.192 5.801 0.151 3.595

P值 0.848 0.000 0.880 0.001

表2　两组患者手术和术后康复情况（x±s）

类别 n 手术时间（min） 出血量（ml） 肛门排气时间（h） 住院天数（d） 切口感染

观察组 40 89.29±13.38 78.39±21.49 31.39±9.84 7.84±1.08 0（0.00％）

对照组 40 90.12±14.82 80.92±24.47 35.82±8.49 8.23±1.37 1（2.50％）

t/χ2值 0.263 1.231 2.156 1.414 0.000

P值 0.793 0.222 0.034 0.16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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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可以缩短患者治疗周期［7］，还能够减少患者复发

返院的几率。同时，促进患者重新融入社会，不仅减

少了社会、家庭的经济负担，还能够促使患者创造价

值，实现自身追求和价值，对于患者的疾病具有良性

地激励作用。本研究尚且存在一些不足和思考。由于

参与试验的要求，皮哥马利翁效应占有多大比例？患

者社会适应能够经历多长时间的社会考验？此外，如

何能够设置更优秀更加系统的团体心理辅导方案。这

些都是今后值得探索和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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