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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麻醉对伴有焦虑的抑郁症患者情绪的影响

马红英

【摘要】目的　探讨全身麻醉对于伴有焦虑的抑郁症患者的情绪是否具有影响。方法　整理科室

内接受全麻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遵循纳入准则，从中遴选出 26 位伴有焦虑的抑郁症患者作为研究

组纳入研究；另外遴选出 26 位非抑郁症患者作为对照组纳入研究。收入时间为 2017 年 2 月份到 2019

年 2 月份。结果　与术前相比，对照组患者术后 2d 焦虑评分、抑郁评分数据明显下降（P< 0.05）；

术后 3d 焦虑评分、抑郁评分明显下降（P< 0.05）；术后 3d 焦虑评分、抑郁评分明显低于术后 2d

（P< 0.05）。研究组内，患者术后 2d、3d 的焦虑评分与术前无明显差异（P> 0.05）、抑郁评分则明显

低于术前（P< 0.05）；手术前，研究组患者焦虑评分、抑郁评分高于对照组（P< 0.05）；术后无改善，

焦虑评分、抑郁评分依旧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伴有焦虑的抑郁症患者的情绪状况几乎不

受全身麻醉的影响，焦虑症状持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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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general anesthesia on mood in depression patients with anxiety 
　　MA Hongying. Nanyang Second People’s Hospital，Nanyang 47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whether general anesthesia can change the mood of depression patients 

with anxiety. Methods　From February 2017 to February 2019，according to the inclusion criteria，26 depression pa-

tients with anxiety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group and 26 non-depression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Results　In the control group，the anxiety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2d of operation were compared with T=2.690，P<0.05；

the anxiety score data before and after 3d of operation were compared with T=5.394，P<0.05，t=2.382，P<0.05. In the 

study group，the anxiety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2d/3d of operation were not difference（P>0.05）；the depression scores 

after 2d/3d of operation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operation（P<0.05）. Before the operation，the anxiety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but there was no improvement after the operation，and 

the anxiety score was still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emotional state of patients 

with anxiety depression is almost not affected by general anesthesia.

【Key words】Depression with anxiety；General anesthesia；Anxiety score；Depression score

抑郁症患者多伴有焦虑情绪，严重者存在自残、

自杀的念头，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和社会功能［1，2］。

很多伴有焦虑的抑郁患者因躯体疾病需要在全麻下

进行手术治疗。全身麻醉对患者的情绪是否有影响，

有什么样的影响尚不完全清楚，本次研究观察伴有

焦虑的抑郁症患者施行全麻手术后的情绪变化，简

要汇总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整理科室内接受全麻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从中

遴选出 26 位伴有焦虑的抑郁症患者作为研究组纳入

研究；另外遴选出 26 位非抑郁症患者作为对照组纳入

研究。研究组内包含男性患者 14人，女性患者 12人，

年龄最大 65 岁，最小 23 岁，平均（40.32±5.71）岁；

患者内 18 人已婚，7 人未婚，1 人丧偶；5 位患者接受

膝关节置换术，11 位患者接受心脏搭桥手术，4 位患

者接受胆囊结石手术，6位患者接受全髋关节置换术；

手术时长 59~168min，平均（78.2±12.8）min；ASA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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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Ⅰ级 15 人，Ⅱ级 11 人。对照组内包含男性患者 11
人，女性患者 15 人，年龄最大 63 岁，最小 22 岁，平

均（39.88±5.64）岁；患者内 15人已婚，10人未婚，1
人丧偶；7 位患者接受膝关节置换术，10 位患者接受

心脏搭桥手术，2位患者接受腰椎脊髓减压手术，7位

患者接受全髋关节置换术；手术时长 55~171min，平均

（79.7±12.5）min；ASA 分级Ⅰ级 19人，Ⅱ级 7人。上

述一系列的基线资料比对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1.2　纳入与排除准则

研究组纳入准则：符合伴有焦虑的抑郁症诊断

标准《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临床资

料准确、完整；患病时间长达半年及以上［3-4］；无抗

精神病用药史；接受全麻手术；ASA 分级处于Ⅰ ~ Ⅱ

级；具备阅读与理解能力；对本研究知情，自愿参与。

对照组纳入准则：未患有伴有焦虑的抑郁症，其

余准则与研究组相同。

两组排除准则：患有严重内分泌疾病；其他精神

障碍患者；患有传染性疾病［5-6］；妊娠期女性；哺乳期

女性；未按约进行随访；因个人因素中途退出研究。

本研究已由院内的伦理委员会批准予以开展。

1.3　方法

指导两组患者术前禁食 8h，做好相关心理准备。

于麻醉前半小时，予以患者肌肉注射阿托品（国药准

字 H12020382，1ml：0.5mg），注射剂量 0.5mg。将患

者推入手术室后，密切监测其生命体征，观察各项

指标变化情况。随后建立静脉通道，予以患者静脉

滴注乳酸林格氏液（国药准字 H19983022，500ml），

滴注速率为 10ml/min。此外，予以患者静脉注射米

达唑仑注射液（国药准字 H10980025，2ml：10mg）、

芬太尼（国药准字 H20123422，1mg×5 瓶）、依托咪

酯（国药准字 H20020511，10ml：20mg）与维库溴铵

（国药准字 H20073841，10 瓶 / 盒），注射剂量分别

为 0.04mg/kg、5 μg/kg、0.3mg/kg、1mg。注射完成后

3~5min，接麻醉呼吸机，及时予以患者机械通气［7-8］。

1.4　观察指标

分别在患者施行全麻手术前、术后 2d、术后 3d

发放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

表（HAMA），由患者自评后收回，进行数据统计。

每个量表内均包含 17 个项目，评定只需 15~20min。

抑郁、焦虑等级评定：得分＜ 7 分，属正常人；得分

处于 7~17 分，轻度抑郁、焦虑；得分处于 17~24 分，

中度抑郁、焦虑；得分＞ 24 分，则为严重抑郁、焦虑。

1.5　统计学方法

研究采用 SPSS 17.0 软件来进行数据分析，全麻

手术前、术后 2d、术后 3d 焦虑评分均以（x±s）的

形式编入表格，随后开展 t 检验；数据分析 P<0.05，

则差异具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照组患者全麻手术前、术后 2d、术后 3d

焦虑评分、抑郁评分比对

就整体情况来看，对照组患者情绪状况受全

身麻醉的影响很大。术前与术后 2d 焦虑评分、抑

郁评分数据比对得 t =2.690/2.466，P=0.010/0.000；

术前与术后 3d 焦虑评分、抑郁评分数据比对得

t =5.394/5.619，P=0.000/0.000；术后 2d 与术后 3d

焦虑评分、抑郁评分数据比对得 t =2 .382/2 .996，

P=0.021/0.000，可详查表 1。

2.2　研究组患者全麻手术前、术后 2d、术后 3d

焦虑评分、抑郁评分比对

就整体情况来看，研究组患者的情绪状况几乎

不受全身麻醉影响。术前与术后 2d 焦虑评分、抑

郁评分数据比对得 t =0.629/0.755，P=0.532/0.000；

术前与术后 3d 焦虑评分、抑郁评分数据比对得

t =0.647/0.650，P=0.521/0.000；术后 2d 与术后 3d

焦虑评分、抑郁评分数据比对得 t =1 .350/1 .479，

P=0.183/0.000，可详查表 2。

表1　对照组患者全麻手术前、术后2d、术后3d焦虑评分、抑郁评分比对（x±s）

组别 术前焦虑评分 术后2d焦虑评分 术后3d焦虑评分 术前抑郁评分 术后2d抑郁评分 术后3d抑郁评分

对照组（26例） 8.98±2.81 7.02±2.43 5.76±1.17 8.86±2.79 7.11±2.56 5.68±1.15

表2　研究组患者全麻手术前、术后2d、术后3d焦虑评分比对（x±s）

组别 术前焦虑评分 术后2d焦虑评分 术后3d焦虑评分 术前抑郁评分 术后2d抑郁评分 术后3d抑郁评分

研究组（26例） 13.09±3.76 13.77±4.03 12.52±2.46 13.26±3.84 12.69±4.45 12.51±2.79

2.3　两组患者全麻手术前焦虑评分、抑郁评分

比对

全麻手术前开展调查，研究组患者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较高，与对照组相比 P<0.05，可详查表 3。

2.4　两组患者全麻手术后 2d、术后 3d 焦虑评

分、抑郁评分比对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9 年第 46 卷第 6 期- 1088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术后开展两次调查，研究组患者情绪状况依旧

无改善，术后 2d、术后 3d 焦虑评分、抑郁评分均较

高，与对照组相比 P<0.05，可详查表 4。
表3　两组患者全麻手术前焦虑评分、抑郁评分比对（x±s）

组别 手术前焦虑评分 手术前抑郁评分

对照组（26例） 8.98±2.81 8.86±2.79

研究组（26例） 13.09±3.76 13.26±3.84

t值 4.465 5.018

P值 0.000 0.000

表4　两组患者全麻手术后2d、术后3d焦虑评分、抑郁评分比
对（x±s）

组别 术后2d 
焦虑评分

术后3d 
焦虑评分

术后2d 
抑郁评分

术后3d 
抑郁评分

对照组（26例） 7.02±2.43 5.76±1.17 7.11±2.56 5.68±1.15

研究组（26例）13.77±4.03 12.52±2.46 12.69±4.45 12.51±2.79

t值 7.314 12.654 8.969 13.055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伴有焦虑的抑郁症影响的群体广泛，儿童、青

年、老年群体均可发生，也不具有性别限制，其危

害性不可忽视［9］。多数患者的抑郁心境能够通过其

日常的言谈、举止等反映出来［10-11］。患者常表现心

理和躯体的症状群［12-14］，而且还可能出现自残、自

杀的行为，抑郁症患者自杀率高达 15％，需引起社

会各界广泛重视［15］。

全身麻醉借助各类麻醉药物，暂时抑制患者的中

枢神经系统，药物可经呼吸道吸入，也可通过静脉、

肌肉注射到患者体内，发挥麻醉作用。多数患者在全

麻恢复期时，脑功能逐步恢复，出现嗜睡、定向障碍

等症状，仍有少数患者出现情绪波动大，躁动不安，

或无法控制的哭泣等症状［16］。但是对于伴有焦虑的

抑郁症患者来说，全麻是否引起情绪波动尚未完全明

了。本研究发现：对照组内患者在接受全麻手术前后

情绪起伏较大，术后 2~3d 焦虑评分、抑郁评分持续

下降，表明正常人会产生“回避 - 焦虑 - 接受”的急

性应激反应，且能够自行调节焦虑情绪。研究组内患

者的焦虑评分、抑郁评分一直处于异常状态，对于全

麻手术的反应较小，表明伴有焦虑的抑郁症患者的焦

虑、抑郁情绪不易受到麻醉的影响，且难以自我调节。

本研究样本量较小，也无法完全控制所有的影

响患者的情绪的因素，如患者个性特点，社会支持，

原发疾病的康复情况等。但本研究初步说明：伴有焦

虑的抑郁症患者的情绪状况几乎不受全身麻醉的影

响，焦虑、抑郁症状持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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