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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松训练联合心理干预对手术麻醉患者应激反应及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

杨　芳 、 孙健瑞 、 郑　元 、 聂云飞 

【摘要】目的　探讨放松训练联合心理干预对手术麻醉患者的应激反应、负面情绪的影响。

方法　将 2017 年 1 月 ~2018 年 6 月期间来我院就诊的 117 例手术麻醉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58 例及观

察组 59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围术期干预，对照组患者增加心理干预，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

础上应用放松训练，观察患者术后相关指标、手术前后焦虑抑郁情绪变化、免疫功能、睡眠质量及

血压心率变化，并对比术后生活质量。结果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麻醉苏醒时间、术中出血量及手

术成功率无明显差异（P> 0.05）；干预后，观察组心率、舒张压、收缩压、CD8+ 水平及 AIS、SAS、

SDS 评分低于对照组，CD3+、CD4+ 水平及 QLQ-c30 评分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放松训练联

合心理干预能够有效改善手术麻醉患者负面情绪、免疫功能及应激反应，提升睡眠质量及术后生活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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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relaxation training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stress response，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surgical anesthesia patients　　YANG Fang，SUN Jianrui，ZHENG Yuan，et al. The First Af-
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stress response and negative emotion changes in patients with surgical an-

esthesia after relaxation training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Methods　A total of 117 surgical anesthesia 

patients who came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7 to June 2018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ized parallel control method，58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59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all patients were 

given routine perioperative intervention.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ed relaxation training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postoperative related indexes，anxiety and depression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surgery，immune function，sleep quality and blood pressure heart rate were observed，and 

the postoperative quality of life was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operation time，anes-

thesia recovery time，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and operation succes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After inter-

vention，The heart rate,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CD8+ level and the scores of AISSAS and SD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low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CD3+，CD4+ levels and QLQ-c30 scores were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Relaxation training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negative emotion，immune function and stress response of patients with surgical anesthesia，

improve sleep quality and postoperative quality of life.

【Key words】Relaxation training；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Perioperative period；Stress response；Anxiety；Depression

手术作为重大应激源之一，极易导致围术期患

者滋生焦虑抑郁情绪，影响患者睡眠，加之患者对

疾病及手术认知的缺乏，进一步提升患者对手术的

恐惧心理，形成恶性循环，降低机体的抗应激能力，

影响机体免疫功能，不利于术后疾病的康复［1］。如

何能够有效的缓解手术麻醉患者负面情绪，调节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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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抗应激能力，已成为当前临床急需解决的问题之

一。通过术前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能够促进患者

心理状态改善，提升机体的抗应激能力。放松训练

是临床上自我调整常用的方法之一，主要通过促使

患者控制自身生理心理活动，产生调整心理生理功

能的效用［2］。本研究旨在观察放松训练联合心理干

预应用于手术麻醉患者中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1 月 ~2018 年 6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117 例手术麻醉患者，纳入标准：年龄 >18 岁，患者

意识清晰，抑郁自评量表评分（SDS）及焦虑自评量

表评分（SAS）均 >50 分，依从性良好，纳入患者手

术麻醉方式均为全身麻醉，由同一医师进行操作，

知情同意，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排除标准：既

往精神病史者，合并全身感染者，严重心肝肾功能

不全者，不能配合治疗者，合并恶性肿瘤者。采用

随机平行对照法分为两组，对照组 58 例，男 35 例，

女 23 例；年龄 23~75 岁，平均（49.16±4.36）岁；既

往手术麻醉史 22 例；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 26 例，

中学 20 例，大专及以上 12 例；原发疾病：胃癌 14 例，

胃肠穿孔 12 例，胃溃疡 8 例，肠梗阻 10 例，直肠

结肠肿瘤 6 例，胆囊疾病 8 例。观察组 59 例，男 33
例，女 26 例；年龄 25~76 岁，平均（49.21±4.31）岁；

既往手术麻醉史 20 例；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 28 例，

中学 21 例，大专及以上 10 例；原发疾病：胃癌 12 例，

胃肠穿孔 13 例，胃溃疡 10 例，肠梗阻 7 例，直肠

结肠肿瘤 8 例，胆囊疾病 9 例。两组患者资料对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围术期干预，在患者入院

后给予患者健康宣教，为患者普及疾病治疗过程及

注意事项等内容，通过与患者进行积极沟通，对患

者的心理状态进行初步评估，密切检测患者手术前

后心率血压变化，了解患者身体状况，为患者建立

详细的病历资料，术中积极与医师配合，术后对患

者进行饮食指导及康复训练指导；对照组患者在此基

础上增加心理干预，（1）了解患者焦虑抑郁原因，为

患者讲解术前、术中、术后注意事项，依据患者焦

虑抑郁原因进行针对性心理干预，促使患者负面情

绪及时疏解；（2）语言暗示，通过诱导安慰性语言

对发出信息，使患者了解到手术能够有效治疗疾病，

促进疾病快速转归，但是其效果与心理状态有着重

要关联，良好的心理状态能够激发机体内抗应激能

力，促使患者进行自我调节；（3）榜样暗示，对患

者进行成功病例展示，使患者能够直观了解到手术

的效果，提升患者面对疾病的信心；（4）社会支持，

调动患者家属及朋友参与；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

增加放松训练，（1）营造舒适环境，保持室内环境安

静，灯光柔和，依据患者喜好选择舒缓、轻松类音

乐，缓解街患者情绪；（2）三线放松训练，取仰卧

位，轻闭口眼，自然伸展四肢，双腿并拢，双臂分

放身体两侧，吸气 9s，经口呼气 6s，连续三次，第

一线：头部两侧→颈部两侧→双肩→两上臂→双肘→

两前臂→双腕→双手→所有手指，以中指指端作为

止息点，第二线：面部→颈前→胸部→腹部→两大腿

前→双膝→两小腿→双脚→所有脚趾，以足大趾末

节作为止息点，第三线：后脑部→后颈→背部→腰部

→大腿后→双膝窝→小腿后→双足跟→双脚底，以

足底涌泉作为止息点，依次放松所有部位，放松完

毕后缓慢睁开双眼［3］，三条线全部放松完毕即为 1
个循环，3 循环 /d，两组患者均于术前 3d 进行干预，

术后持续干预 7d，出院时对比干预效果。

1.3　观察指标

（1）对比两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及手术效果；

（2）焦虑抑郁情绪比较：分别应用抑郁自评量表

（SDS）、焦虑自评量表（SAS）对患者干预前后情绪

进行评价，每量表均包含 20 项内容，总分均为 100
分，其中得分 <50 分为正常，得分越高提示患者焦

虑抑郁情绪越严重；（3）应激反应：检测并对比两组

患者干预前后血压、心率水平变化；（4）免疫功能

变化：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CD3+、

CD4+、CD8+ 水平变化，并进行对比；（5）睡眠质量

比较：采用阿森斯失眠量表（AIS）对患者治疗前后

睡眠质量进行评价，AIS 评分包含夜间苏醒、入睡

时间、总睡眠时间、白天情绪、总睡眠质量等 8 项，

每项采用 0~3 分 4 级评分法进行评价，判定标准：>6
分为失眠，4~6 分为可疑失眠，<4 分为正常；（6）

生活质量比较：依据生活质量调查表（QLQ-c30）评

价患者生活质量变化，选取其内情绪功能、躯体功

能及社会功能 3 项，每项总分 100 分，分数越高提

示患者生活质量越佳。

1.4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处理，计数、计量

资料分别采用［n（％）］、（x±s）表示，χ2、t 检验，

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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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手术相关指标水平对比

两组患者均成功完成手术，且手术时间、麻

醉 苏 醒 时 间 及 术 中 出 血 量 对 比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见表 1。
表1　手术相关指标水平对比（x±s）

组别 例数
手术 

时间（min）
麻醉苏醒 
时间（min）

术中出血 
量（mL）

手术 
成功（％）

对照组 58 73.69±7.15 29.91±6.11 136.91±16.36 58（100.00）

观察组 59 75.11±7.20* 29.59±6.09* 133.88±15.99* 59（100.00）*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焦虑抑郁情绪比较

观察组患者干预后 SAS 及 SDS 评分均低于对照

组患者（P<0.05），见表 2。
表2　SDS、SA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SAS评分 SDS评分

对照组（n=58） 干预前 77.36±7.02 78.11±7.15

干预后 55.51±6.31△ 53.59±5.11△

观察组（n=59） 干预前 77.43±6.99 78.23±7.21

干预后 43.12±5.11△▲ 40.11±3.88△▲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3　应激反应

干预后，对照组患者收缩压、舒张压及心率水

平均高于观察组患者（P<0.05），见表 3。
表3　血压、心率水平对比（x±s）

组别 时间 收缩压（mmHg） 舒张压（mmHg） 心率（次/min）

对照组（n=58）干预前 146.85±9.41 93.26±7.11 94.20±7.68

干预后 139.38±7.35△ 85.59±6.35△ 83.38±6.91△

观察组（n=59）干预前 146.92±9.39 93.31±7.15 94.26±7.72

干预后 130.02±6.26△▲ 80.11±5.11△▲ 75.25±5.88△▲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4　免疫功能

干预后，对照组患者 CD3+、CD4+ 水平均较

观察组患者低，CD8 + 水平明显高于观察组患者

（P<0.05），见表 4。
表4　CD3+、CD4+、CD8+水平对比（x±s，％）

组别 时间 CD3+ CD4+ CD8+

对照组（n=58） 干预前 66.38±6.25 31.19±2.28 25.03±1.71

干预后 75.19±5.33△ 45.46±3.02△ 19.22±1.25△

观察组（n=59） 干预前 66.41±6.31 31.21±2.30 25.01±1.69

干预后 88.21±5.15△▲ 54.55±3.11△▲ 16.01±1.01△▲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5　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变化

观察组患者干预后 AIS 评分低于对照组患者，

QLQ-c30 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患者（P<0.05），见

表 5。

表5　AIS、QLQ-c30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AIS评分
QLQ-c30评分

情绪功能 躯体功能 社会功能

对照组（n=58） 干预前 15.88±3.88 45.08±5.21 43.68±5.11 40.11±3.98

干预后 8.28±2.09△ 69.39±6.30△ 73.33±7.22△ 75.15±6.85△

观察组（n=59） 干预前 15.91±3.85 45.11±5.19 43.73±5.15 40.08±4.03

干预后 6.01±0.90△▲ 82.39±7.11△▲ 85.58±7.02△▲ 88.68±6.36△▲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论

手术作为重大应急源之一，是引起焦虑抑郁情

绪的主要原因之一，主要表现为失眠、焦虑抑郁、

血压升高、心率增加等，会影响下丘脑 - 垂体 - 肾

上腺轴系统功能，增强交感神经兴奋度，导致神经

内分泌系统稳定失衡，机体免疫功能降低［4］，过度

应激反应及情绪表达会导致患者病情进一步加重，

不利于手术的进行，对患者术后康复进度及生活质

量均造成严重影响［5］。

围术期患者机体应激反应的提升及焦虑抑郁情

绪的出现主要由于：（1）患者对疾病认知的缺乏，对

手术认知的缺乏，带来对手术的恐惧。通过心理干

预，及时了解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滋生的原因，对患者

进行疾病、手术知识普及，纠正患者错误认知，改

善患者认知功能；（2）患者缺乏治疗信心，通过为患

者进行成功病例展示，使患者了解手术的治疗效果

及优越性，改善患者对于手术的印象，同时激励性

的暗示语言能够促使患者进行自我心理调节，提升

患者面对疾病的信心，更利于手术的正常进行；（3）

患者明白自身处境及出现情况，但对于负面情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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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激反应并无有效的应对措施，社会支持不足［6］。心

理干预是在生物 - 心理 - 社会医学模式基础上而来，

是当前临床上改善围术期患者常用手段之一［7］。

本研究发现：对照组患者干预后患者的 CD3+、

CD4+、CD8+、收缩压、舒张压、心率水平、SAS、

AIS、SDS、QLQ-c30 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提

示心理干预能够有效缓解患者负面情绪，减轻患者

机体应激反应，调节免疫功能，改善睡眠质量，提

升患者术后生活质量，这个结果与马艳蕊等［8］的研

究结果一致。本研究还发现：观察组患者干预后各

项指标改善效果更为明显，且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

提示在心理干预基础上联合放松训练协同作用下能

够进一步提升干预效果，改善患者预后。肌肉活动

与机体的心理变化能够通过交感神经系统发挥交互

作用，肌肉过度紧张会引起情绪变化，而机体的情

绪变化也伴随着肌肉紧张，因此，通过放松训练调

节肌肉状态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紧张情绪［9，10］。本研

究结果与刘萍等［11］学者研究结果一致。

必须指出的是，影响患者术后焦虑、抑郁情绪

和应激水平的因素很多，包括原发疾病的康复情况，

患者的个性，社会支持情况等，本研究无法完全控

制这些因素的影响。但本研究初步说明：放松训练联

合心理干预相互协调、互补不足，对机体心理、生

理层面进行双重干预，能有效缓解患者焦虑抑郁情

绪，减轻机体应激反应，改善患者免疫功能、睡眠

质量及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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