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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联合结肠镜手术对结直肠肿瘤患者预后及负性情绪的影响

李东亮

【摘要】目的　探讨腹腔镜联合结肠镜手术对结直肠肿瘤患者预后及负性情绪的影响。方法　将

2017 年 06 月 ~2019 年 04 月我院进行治疗的 124 例结直肠肿瘤患者随机分为 2 组，每组 62 例。观察

组接受腹腔镜和结肠镜联合治疗，对照组接受传统开腹手术治疗。比较两组预后以及情绪。结果　

观察组患者手术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患者手术前及术后 3h SAS、SDS 评分均低于

对照组（P< 0.05）；观察组患者术后 30min、术后 3h Cor、NE、E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

组患者术后 4 周躯体功能评分、角色功能评分、认知功能评分、情绪功能评分、社会功能评分均高

于对照组（P< 0.05）。结论　腹腔镜联合结肠镜手术治疗可以提高结直肠肿瘤患者的治疗效果，改

善负性情绪，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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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laparoscopy combined with colonoscopy in the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and their 
influence on negative emotion　　LI Dongliang. External Laparoscopic Section of the Central Hospital of Zhumadian 
City，Zhumadian 46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s of clinical effects and the influence on negative emotion for the pa-

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surgery by laparoscopy combined with colonoscopy. Methods　124 cases of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surger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62 cases）and control group（62 case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by laparoscopy combined with colonoscopy.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by laparotomy. 

The prognosis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for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cores of SAS，SD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pre-operation and 3h after 

operation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levels of Cor，NE，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30min and 3h after operation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cores of body function，role 

function，cognitive function，emotional function，social fun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4 weeks after operation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It has good clinical effects for the patients with colorec-

tal cancer surgery by laparoscopy combined with colonoscopy，it can increase the clinical effects，improve the negative 

emotion，increase the quality of life.

【Keywords】Laparoscopy；Colonoscopy；Surgery；Colorectal cancer；Clinical effects；Negative emotion

结直肠肿瘤是临床常见消化道肿瘤，随着人们

生活方式、饮食结构的改变，该病的发病率呈现出

了明显的上升趋势［1］。结直肠肿瘤患者因罹患肿瘤

而存在明显的负性情绪，生活质量也受到了明显的

影响［2］。传统的结直肠肿瘤手术方式为开腹手术，

患者创伤大，出血多，术后恢复慢，对患者的身心

影响较大，部分患者甚至由于过度焦虑导致应激反

应明显影响手术开展和术后恢复［3］。随着微创技术

的不断发展，使得结直肠肿瘤的手术安全性明显提

高，有利于改善患者的情绪状态［4］。我院开展了此

方面的研究，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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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 2017 年 06 月 ~2019 年 04 月我院进行治疗

的 124 例患者进行研究。依据随机对照原则分为 2
组，每组 62 例。观察组男性 34 例，女性 28 例，年

龄为 22~76 岁，平均年龄为（55.18±6.39）岁；肿瘤

生长部位：直肠 22 例，升结肠 14 例，降结肠 18 例，

横结肠 8 例。对照组男性 33 例，女性 29 例，年龄为

23~76 岁，平均年龄为（56.24±7.15）岁；肿瘤生长

部位：直肠 21 例，升结肠 15 例，降结肠 18 例，横

结肠 8 例。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等无统计学差异

（P>0.05），可以用作比对。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患者经影像学检查和临床病理诊断

确诊；TNM 分期为Ⅰ期、Ⅱ期、Ⅲ期、Ⅳ期；符合手

术治疗适应症，择期进行手术；患者均知情同意，签

署知情同意协议书。排除标准：凝血功能障碍者；脏

器转移者；化疗治疗者；腹部手术史者。

1.3　方法

观察组患者接受腹腔镜和结肠镜联合治疗：采取

截石位，进行气管插管全麻，当麻醉起效以后，为

患者建立气腹，控制气压为 12mmHg。根据患者手

术前的检查结果，初步判断患者的肿瘤位置，插入

套管针，置入腹腔镜镜头，实施腹腔探查；然后经肛

门置入结肠镜，等到将肿瘤的位置确定以后，调节

光源和亮度，钳夹定位肿瘤，固定完成后，在腹腔

镜下行结直肠根治切除术。手术完成后，观察患者

是否存在活动性出血的情况，如果存在，需要电灼

止血。如果患者的情况属于多发肿瘤，则进行对应

的根治切除治疗。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开腹手术治

疗，操作步骤按照常规操作规范进行。

两组患者围术期均接受综合护理，包括健康宣

教、心理疏导、饮食控制、并发症预防、遵医嘱用药、

康复指导等。

1.4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手术效果、手术前后情绪状态评

分、应激反应指标［皮质醇（Cor）、去甲肾上腺素

（NE）、肾上腺素（E）］变化情况以及术后生活质量

水平。

手术效果评价标准［5］：显效：经结肠镜检查后显

示没有肿瘤残留；有效：经结肠镜检查后显示基本没

有肿瘤残留；无效：经结肠镜检查后显示肿瘤残留较

多；总有效率为显效率和有效率的和。

情绪状态评分使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

自评量表（SDS）［6］进行评价，SAS 评分低于 50 分者

为正常，SDS 评分低于 53 分者为正常，二者评分越

高表示焦虑或抑郁状态越严重。

生活质量评分使用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发

布的 QLQ-C30 量表［7］进行评价，分为躯体功能、角

色功能、认知功能、情绪功能、社会功能 5 个维度

30 项条目，总分为 0~100 分，评分越高表示生存质

量越高。

1.5　统计学分析

数据处理用 SPSS 17.0 软件，计数资料用百分

率（％）表示，组间比较采取 χ2 检验，计量资料用

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取 t 检验，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手术效果对比

观察组患者手术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显

著（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手术效果对比［n，％］

分组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n=62）30（48.39％）30（48.39％） 2（3.23％） 60（96.77％）a

对照组（n=62）20（32.26％）28（45.16％）14（22.58％） 48（77.42％）

注：与对照组对比，aP<0.05。

2.2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情绪状态评分对比

两组患者手术前及术后 3h SAS、SDS 评分均低

于同组入院时，差异显著（P<0.05）；两组患者术

后 3h SAS、SDS 评分均低于同组入院时，差异显著

（P<0.05）；观察组患者手术前及术后 3h SAS、SD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情绪状态评分对比［分，x±s］

分组 时间 SAS评分 SDS评分

观察组（n=62） 入院时 63.15±6.44 57.06±6.89

手术前 47.44±6.23ac 45.65±6.75ac

术后3h 31.75±5.44abc 30.29±5.15abc

对照组（n=62） 入院时 62.98±6.85 56.87±7.44

手术前 50.17±5.98a 48.46±6.86a

术后3h 43.66±6.21ab 41.51±6.04ab

注：与同组入院时对比，aP<0.05，与同组手术前对比，
bP<0.05，与对照组对比，cP<0.05。

2.3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应激反应指标对比

两组患者术后 30min、术后 3h Cor、NE、E 水平

均高于同组手术前，差异显著（P<0.05）；两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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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消化道肿瘤以手术治疗和化疗治疗为主要治疗

手段［8］。早期结直肠肿瘤患者没有明显的症状，当

病情进展后，出现大便习惯变化，部分患者会伴有

发热、贫血等情况，多数结直肠肿瘤患者对术前对

手术创伤、手术安全性、术后并发症、治疗花费等

存在顾虑和担忧，导致术前情绪状态不佳［9-11］。明

显的焦虑抑郁容易造成明显的手术应激反应和生命

体征不稳定等不良情况，给患者手术安全性带来较

大的风险，也是影响手术预后的棘手问题［12］。因此，

结直肠肿瘤患者的负性情绪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

腹腔镜联合结肠镜手术较传统的开腹手术在微

创、并发症少、痛苦小、恢复快等方面更具优势，

患者术后疼痛感更轻，恢复时间更短［13］。本研究结

果也显示，观察组患者手术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手术前及术后 3h SAS、SD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情

绪障碍者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系统会产生异常改

变，Cor、NE、E 水平出现异常改变，从而增加了

全身应激反应，不利于手术开展和术后康复［14］。本

研究发现：两组患者术后 30min Cor、NE、E 水平均

明显升高，而在术后 3h 又逐渐下降，也表明了手术

实施后患者出现明显的应激反应，术后随时间延长

应激反应逐渐缓解。而观察组患者术后 30min、术

后 3h Cor、NE、E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

（P<0.05）则表明腹腔镜联合结肠镜手术所致的应

激反应更小，效果更佳，可能主要与微创手术创伤

更小，对患者身心影响更小有关。

另外，结直肠肿瘤患者的病变集中在结直肠，

这就直接导致患者的胃肠功能会受到影响［15］。患者

在手术治疗后，难以正常进食，营养跟不上，使得

患者的功能障碍加重，增加心理负担。本研究发现：

观察组患者术后 4 周躯体功能评分、角色功能评分、

认知功能评分、情绪功能评分、社会功能评分均高

于对照组，主要是由于腹腔镜联合结肠镜手术效果

更佳，患者情绪状态更好，利于术后营养摄入和促

进康复，提升了患者的整体预后。

总之，腹腔镜联合结肠镜手术治疗对于结直肠

肿瘤的疗效和负性情绪有积极效果，可以提高患者

的治疗效果，改善负性情绪，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但本研究观察时间短，样本量偏小，还需要更多的

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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