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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丙戊酸钠联合家庭干预对脑胶质瘤患者术后焦虑、抑郁情绪及围术期
应激状态的影响

王　康 1 、 靳　峰 2 、 冯　嵩 2 、 张　浩 2

【摘要】目的　探讨家庭干预模式联合注射丙戊酸钠对脑胶质瘤患者围术期应激指标及术后焦虑

抑郁情绪的影响。方法　收集因脑胶质瘤在我院住院行手术治疗的 93 例患者，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

对照组有患者 46 例，在围术期行家庭干预模式，观察组 47 例在对照组基础上注射丙戊酸钠治疗。比

较两组围术期应激指标及术后情绪状态改善情况。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的焦虑评分（SAS）、抑郁评分

（SDS）、舒张压（DBP）、收缩压（SBP）及心率（HR）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总有效率

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不良反应对比差异无显著性（P>0.05）。结论　注射丙戊酸钠联合家庭干

预可有效改善脑胶质瘤患者术后焦虑抑郁情绪，减轻围术期应激反应，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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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odium valproate combined with family intervention on postoperative anxiety，depression and 
perioperative stress in patients with glioma　　WANG Kang，JIN Feng，FENG Song，et al. School of Clinical 
Medicine，Jining Medical College，Jining 272067，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sodium valproate combined with family intervention on peri-

operative stress index and postoperativ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glioma. Methods　93 patients who 

underwent surgical treatment for glioma in our hospital were enrolle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different intervention methods. Among them，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n=46）

underwent home intervention mode during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while the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n=47）

were treated with sodium valproate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Perioperative stress indicators and postoperative 

emotional status improveme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the anxiety 

score（SAS），depression score（SDS），diastolic blood pressure（DBP），systolic blood pressure（SBP）and heart rate

（HR）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efficiency of the observa-

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adverse reac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not differ-

ence（P>0.05）. Conclusion　Injection of sodium valproate combined with family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postoperativ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glioma and reduce perioperative stress response with goo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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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胶质瘤是最为常见的颅内肿瘤之一，目前

临床多采用手术的方式来治疗脑胶质瘤［1］。手术引

起患者的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进一步加重患者的

应激反应。近年来研究发现，丙戊酸钠对焦虑抑郁

情绪具有一定抑制作用，对围术期患者增加有效的

干预措施能够预防焦虑抑郁情绪，并能减轻生理应

激［2］。本研究对脑胶质瘤患者采用注射丙戊酸钠联

合家庭干预治疗，对患者抑郁、焦虑情绪状态及生

理应激取得一定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 2017 年 3 月 ~2019 年 3 月在本院入住脑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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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瘤患者，所有患者均行手术治疗，纳入标准：（1）
所有患者经病理学、X 线及 CT 等影像学检查确诊为

脑胶质瘤；（2）患者生理体征正常；（3）本研究经

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家属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1）意识、认知等精神障碍患者；（2）

合并颅脑外伤或颅脑手术史；（3）术前全身合并感

染。按照干预方式将患者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共

有 46 例，男 25 例，女 21 例；年龄 31~58（44.72±

6.33）岁；手术时间 153~196（174.63±15.18）min；

肿瘤直径 3.2~6.8（5.10±0.48）cm。观察组 47 例患

者，男 26 例，女 21 例；年龄 32~59（45.34±7.02）

岁；手术时间 150~198（174.88±16.19）min；肿瘤直

径 3.0~7.0（5.26±0.52）cm。两组一般资料对比无差

异性（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围术期行家庭干预模式，具体内容

如下：（1）在术前 1d 由责任医师收集患者基础资料

及家属相关资料，包括患者的家庭背景、患者自身

及家属的性格、相处模式等，对相关信息进行总结

分析；（2）术前由责任医师对患者及照护者讲解肿

瘤发病机制及手术预后，提前告知患者术中及术后

可能出现的不良事件，并告知患者临床针对各种不

良事件的应对措施；以视频或音频的形式使患者了解

脑胶质瘤家庭干预方案；重点指出照护者在干预过程

中的重要性；讲解成功案例提高自信心；（3）术后待

患者意识清醒后加强与患者交流，通过查房制度查

找不良现象，满足患者临床所需，为患者讲解手术

状况，稳定患者情绪状态；为照护者提供正确的临床

干预措施，使照护者在术后日常干预中配合医师操

作；增加患者各项生命体征的监控，针对术后发生高

热、出血等患者予以及时对症处理，减少患者心理

负担；根据术后患者恢复情况适当督促健康锻炼及体

能训练，减少身体因制动产生的不良反应，提高恢

复效果。术后干预 5d。

观察组患者增加丙戊酸钠（H20084540）治疗，

在术前 1d 静脉注射 400mg，1 次 /d，术后同剂量连

续注射 5d。

1.3　观察指标

（1）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评价两组患者的

焦虑情绪状态，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价患者

抑郁情绪状态，两量表共有 20 个项目，包括正向评

分与反向评分，患者两量表得分越高，说明患者焦

虑抑郁情绪状态越不稳定［3］；（2）临床疗效：显效：

患者干预后 SAS、SDA 评分较治疗前下降超过 75％；

有效：SAS、SDA 评分较治疗前下降在 50％~75％之

间；无效：SAS、SDA 评分较治疗前下降小于 50％或

无改善。显效率 + 有效率 = 总有效率；（3）记录两

组患者干预前后收缩压（SBP）、舒张压（DBP）及心

率（HR）等生理应激指标水平变化。（4）记录不良反

应。

1.4　统计学方法

通过 SPSS21.0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及分析，用

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t 检查，

（n，％）表示计数资料用 χ2 检验计数资料。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焦虑、抑郁情绪状态

对比发现，干预后观察组患者 SAS 评分及 SDS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评分，两组对比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状态比较（分，x±s）

组别 例数
SAS评分 SDS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46 65.42±3.07 49.56±3.29 63.24±4.59 47.73±3.66

观察组 47 65.38±4.15 40.18±3.60 63.48±3.51 38.53±3.67

t 0.053 13.108 0.284 12.103

P >0.05 <0.05 >0.05 <0.05

2.2　临床疗效

结果发现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 73 .91 ％，观

察组的总有效率 91.49％，两组对比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46 15（32.61） 19（41.30） 12（26.09） 34（73.91）

观察组 47 22（46.81） 21（44.68） 4（8.51） 43（91.49）

χ2 5.042

P <0.05

2.3　生理应激指标

干预后观察组的生理应激指标 SBP、DBP 及 HR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详见表 3。

2.4　不良反应

统计发现对照组未发生明显不良反应现象，观

察组出现 2 例呕吐不良反应现象，但经休息调整后

自行恢复。两组不良反应率对比无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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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脑胶质瘤全称为脑胶质细胞瘤，患者常表现为

头痛、呕吐、视力模糊及颅内压增高等，外科手术

是临床治疗脑胶质瘤的主要方式之一［4］。脑胶质瘤

属于肿瘤的一种，且发生于脑部，因此患者术前会

产生较大的心理波动，加上对术后预后的担忧等，

90％以上的患者会出现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状态，

给患者心理造成了极大压力，进而会造成其体内出

现生理应激［5］，另外手术治疗也会影响患者的心理

状态而出现应激反应，影响患者各个系统的生理功

能。因此对于脑胶质瘤患者手术前后应通过积极有

效的手段来改善患者负性情绪，减少生理应激，以

促进患者术后恢复［6-7］。

目前临床对脑胶质瘤患者的负性情绪缺乏关注，

本研究对脑胶质瘤患者围术期采用家庭干预模式联

合注射丙戊酸钠治疗，结果发现：两组患者干预后的

SAS 及 SDS 评分均较干预前下降，而观察组患者的

SAS 及 SD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且治疗后观察组

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分析认为两组患者在术前及

术后采用家庭干预模式治疗，术前通过对患者讲解

疾病发病机制及手术的操作及术后恢复等情况，能

够使患者得到心理安慰，从而对后续的临床治疗做

出充分的准备，以健康知识教育的方式为患者树立

良好的心理治疗观念，以减少患者出现较大的心理

波动现象；另外通过术前沟通的方式能够加强患者对

自身状况的了解，使患者得到信任感，更好的稳定

及管理自身情绪变化；培养并指导家属参与脑胶质瘤

干预方案，充分发挥家属情感支持的优势，在家属

的协同干预下能加强患者治疗依从性；同时我们在术

后加强患者的沟通，满足患者所需，以减轻患者术

后因手术带来的痛苦，进而避免情绪出现较大波动。

而观察组在家庭干预过程中增加注射丙戊酸钠治疗，

有研究指出，丙戊酸钠对患者的心境障碍具有明显

改善作用［8-9］，可能原因是患者在术前后通过注射丙

戊酸钠能刺激γ- 氨基丁酸的传导与降低 NMDA 受

体的活性，增加神经兴奋之间的平衡性，进而促进

患者心境稳定，改善术后焦虑抑郁状态。

手术创伤及不良情绪均会造成脑胶质瘤患者围

术期出现严重的生理应激波动［10］。通过本研究发现，

观察组干预后的生理应激指标 SBP、DBP 及 HR 水平

低于对照组，结果说明家庭干预模式联合丙戊酸钠

注射治疗有利于稳定患者围术期的生理应激状态。

这可能是在围术期中采用家庭干预模式有利于促进

患者心理状态平稳，避免情绪激动现象，并在家属

协作模式下减轻患者恐惧心理；在术前后联合丙戊酸

钠的治疗下减少神经兴奋性，进而稳定围术期因创

伤或不良情绪引起的生理波动。对比不良反应发现，

观察组出现 2 例呕吐现象，但经休息后自行调整，

因此表明了观察组所采用的方法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包括样本量较小，样本

来源较为单一等，但本研究初步说明：家庭干预模

式联合注射丙戊酸钠对改善脑胶质瘤患者术后焦虑

抑郁情绪效果好，能减少围术期生理应激，安全性

较高。

参考文献

1. 徐世英 . 系统的规范化护理对脑胶质瘤手术患者临床疗效

及应激反应的影响［J］. 中国医药导报，2015，12（32）：

154-158.

2. 冯曼玲 . 家属的护理干预对脑胶质瘤患者围手术期应激

状态的影响［J］. 标记免疫分析与临床，2014，21（5）：

553-556.

3. 邓艳伟，洪岩，孙辉，等 . 辅助家庭干预对脑胶质瘤患者

术后焦虑、抑郁情绪及围术期应激状态的影响［J］. 海军医

学杂志，2019，40（1）：37-39，47.

4. 鲁军帅，石倩 . 青壮年脑胶质瘤患者心理弹性状况及其影

响因素［J］. 现代临床护理，2018，17（4）：1-6.

5. 梅彬彬，王濯，沈梅芬，等 . 基于慢性疾病轨迹模式护理

干预对原发性胶质瘤患者生命质量的影响［J］. 中国实用护

理杂志，2017，33（12）：895-900.

6. 胡齐，周杰，陈义天，等 . 脑胶质瘤患者手术前后近期心

表3　两组患者生理应激指标对比（x±s）

组别 例数
SBP（mmHg） DBP（mmHg） HR（次/min）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46 138.22±7.09 130.44±6.18 102.33±5.30 90.44±6.55 99.87±7.34 92.13±6.59

观察组 47 138.46±8.54 124.69±7.03 102.48±6.41 83.05±6.24 99.60±6.91 86.40±5.11

t 0.147 4.186 0.123 5.572 0.183 4.692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下转第 71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