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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联合心理干预对局限性前列腺癌患者预后影响

陈　璐 1 、 倪　婷 2 、 张　莹 3

【摘要】目的　探讨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联合心理干预对局限性前列腺癌患者预后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 ~2019 年 1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局限性前列腺癌患者 60 例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

按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30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腹腔镜前列腺

癌根治术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心理干预。观察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 SAD、SDS、

IPSS，手术情况、住院时间及干预后 SF-36 评分和护理满意度。结果　（1）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SAS、

SDS、IPS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干预前相比，两组患者干预后的 SAS、SDS、IPSS 评

分明显降低，且观察组患者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2）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的患者干预

后的生活质量明显改善（P<0.05）；（3）干预后，观察组患者对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4）两组患者住院时间及手术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联合

心理干预治疗局限性前列腺癌患者，能够改善其负面情绪，提高生活质量，使患者预后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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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laparoscopic radical prostatectomy combined with psychotherapy intervention on the prognosis 
of localized prostate cancer patients　　CHEN Lu，NI Ting，ZHANG Ying. Zheng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in 
Henan Province，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laparoscopic radical prostatectomy combined with psychotherapy 

intervention on the prognosis of localized prostate cancer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60 patients with localized prostate 

cancer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7 to January 2019 were col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control 

group（30 cases）was treated with laparoscopic radical prostatectomy；observation group（30 cases）combined psychologi-

cal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Self-rating Depressive Scale（SDS），

International prostate symptom score（IPSS）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SF-36 scor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after in-

tervention and surgical status，length of sta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1）Before intervention，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SAS，SDS，IPSS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Compared with before intervention，

the SAS，SDS，IPSS score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lower after intervention（P<  0.05），and the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2）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quality lif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the intervention（P<  0.05）. （3）After intervention，the nursing satisfac-

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4）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hospital stays and operation situ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P<  0.05）. Conclusion　Laparoscopic radical prosta-

tectomy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localized prostate cancer patients can alleviate their 

negative emotions，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and improve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Key words】 Localized prostate cancer；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Laparosc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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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癌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以尿频、

排尿困难以及勃起功能障碍等症状为主要表现，好

发于老年人，因为起病隐匿，大部分患者确诊时，

已经为中期或晚期，治疗难度大，且预后差［1-2］。当

前在治疗局限性前列腺癌时，手术是首选的一种方

法，尤其是腹腔镜前列腺癌切除术，因为具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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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创伤小、恢复快以及并发症少等诸多优点，

被广泛运用在临床上［3］。但是有研究发现，局限性

前列腺癌患者因为缺乏对疾病的正确认识和了解，

再加上担心自身病情，容易产生紧张、焦虑等不良

情绪，影响治疗效果［4］。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腹

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联合心理干预对局限性前列腺

癌患者的预后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17 年 1 月 ~2019 年 1 月期间收治

的 60 例局限性前列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入选标

准：①所有患者均符合前列腺癌诊断标准，且经细

胞学、病理检查确诊；②临床资料完善者；③符合腹

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手术指征者；④患者及家属知

情，且签署同意书。排除标准：①严重肝肾功能障碍

或合并其它肿瘤者；②合并神经或精神疾病者；③手

术禁忌证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所有患者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40 例。对照组 TNM 分级：5 例

为Ⅲ期、10 例为Ⅱ期、15 例为Ⅰ期，美国麻醉医师

协会（ASA）分级：12 例为Ⅲ级、18 例为Ⅱ级，年龄

48~78 岁，平均（62.3±10.5）岁；观察组 TNM 分级：

4 例为Ⅲ期、11 例为Ⅱ期、15 例为Ⅰ期，ASA 分级：

13 例为Ⅲ级、17 例为Ⅱ级，年龄 49~79 岁，平均

（62.5±10.6）岁。两组患者的 TNM、ASA 分级、年

龄等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采用腹腔镜前列腺癌根

治术治疗，即对患者进行全身麻醉后，取脚高头低

仰卧位，运用软枕垫高臀部，分开双腿 30°，在双

腿之间放置监视器，然后于耻骨联合上方 1cm 处作

一个切口，长度为 2cm，依次切开各层组织后，将

一个内有 800ml 空气的气囊放置在腹膜外间隙进行

5min 左右扩张，并放置 10mm 套管 1 个和 5mm 套管

2 个，其中前者放置在腹直肌外侧，而 5mm 套管则

分别放于脐下两横指处和髂前上棘内侧两横指处，

缝合耻骨上方切口，清扫盆腔双侧淋巴结，对周围

脂肪和淋巴结组织进行清理。同时，将盆筋膜反折

切开，使前列腺韧带充分暴露，结扎血管，切开膀

胱前列腺连接部位，然后解剖输精管和双侧精囊，

分离并切断输精管，分离 Denonviller 韧带直到前列

腺尖端，需要注意的是，顺着直肠前间隙进行分离，

在前列腺尖端切断尿道，并吻合尿道和膀胱尖端，

依次缝合组织，放置引流管，结束手术。

1.2.2　观察组　观察组在上述治疗基础上，再

联合给予心理干预：①建立良好护患关系。通过观

察、交谈等方法，对患者的家庭状况、文化程度、

性格特点以及病情等进行了解，评估患者的心理状

况，然后制定个性化心理疏导方案，与患者进行良

好的交流和沟通，并且给予患者尊重和理解，拉近

护患距离，获得患者信任；②认知干预。根据患者的

接受程度，选择合适的健康教育方法，包括开展讲

座、播放视频、发放宣传册以及一对一交流等，运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给患者讲解疾病和治疗的相关

知识，使患者对手术的效果、方法以及目的等有一

个正确的了解，并且多给患者列举一些成功的病例，

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纠正错误认知，提高治

疗依从性；③情绪干预。告知患者疾病转归与情绪的

关系，若长时间处于抑郁或焦虑状态，会降低机体

抵抗力或免疫功能，影响机体康复。通过对患者进

行心理疏导，指导患者采用正确途径宣泄不良情绪，

使患者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从而使患者的情绪控

制能力提高；④家庭支持。给家属讲解患者病情，叮

嘱其多关心和鼓励患者，陪伴在患者身旁，给予患

者理解和体谅，让患者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有助于

患者重建生活信念，更好回归社会。

1.3　观察指标

1 .3 .1　 负 面 情 绪 评 估 　 运 用 抑 郁 自 评 量 表

（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AS）评估患者干预前后的

抑郁、焦虑情绪，条目共 20 个，评分越高提示焦虑

抑郁情绪越严重［5］。

1.3.2　手术指标　对两组患者的手术情况及住

院时间进行观察和记录，手术情况包括术中出血量

及手术时间。

1.3.3　国际前列腺症状（IPSS）评分　采用 IPSS

评分对患者干预前后的症状情况进行评估，根据严重

程度可分为 6 个等级，每项 0~5 分，其中程度最重为

5分，程度最轻为 0分，得分越高，提示症状越严重［6］。

1.3.4　生活质量评估　采用简明健康状况调查

量表（SF-36）量表对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估，采

用（SF-36）进行评估，其内包含生理机能、生理职

能、躯体疼痛、一般健康状况、精力、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精神健康及健康变化 9 大维度 36 项内容，

每项采用 1~5 分进行评价，分数越低证实患者生活

质量越差［7］。

1.3.5　护理满意度　运用自制量表评价护理满

意度，包括环境与指导、关心与爱护以及服务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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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多个方面内容，总分为 100 分，其中 <70 分为不

满意，70~90 分为满意，>90 分为非常满意［8］。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处理，计量资料组

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以（x±s）表示。计数资料比较

采用 χ2 检验。P<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SAS、SDS 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SAS、SDS 评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与干预前相比，干预后两组患

者的 SAS、SDS 评分均明显降低，且观察组评分明显

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SAS、SDS评分比较（x±s，分）

SDS评分 SAS评分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n=30）58.31±4.98 40.23±3.19 60.77±5.29 45.12±7.09

观察组（n=30）58.87±4.81 30.12±2.87△ 60.33±5.28 31.28±4.29△

t值 0.683 9.165 1.562 10.783

P值 >0.05 <0.05 >0.05 <0.05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及住院时间比较

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手术时间以及术中出血

量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及住院时间比较（x±s）

组别 术中出血量（ml） 手术时间（min）住院时间（d）

对照组（n=30） 383.12±40.55 258.26±54.09 21.23±4.55

观察组（n=30） 381.08±41.23 257.34±55.12 20.78±4.17

t值 7.309 8.112 9.673

P值 <0.05 <0.05 <0.05

2.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IPSS 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IPS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与干预前相比，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IPSS 评分明显降低，且观察组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IPS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n=30） 29.23±6.23 22.97±5.36

观察组（n=30） 29.56±6.11 18.23±3.18△

t值 0.673 9.561

P值 >0.05 <0.05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4　两组患者 SF-36 评分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 SF-36 评

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SF-36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生理功能 生理职能 身体疼痛 总体健康 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活力 健康变化

对照组（n=30） 49.96±4.63 38.88±2.76 61.72±4.17 49.85±5.84 49.11±3.75 50.54±4.61 49.11±6.31 44.93±8.70 59.11±9.17

观察组（n=30）57.05±2.96△ 47.39±2.01△ 72.01±4.37△ 62.15±5.11△ 56.08±3.91△ 63.04±5.02△ 54.15±6.52△ 51.92±9.52△ 65.44±9.42△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5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干预后的的护理满

意度高（P<0.05），见表 5。
表5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n=30） 8（26.67） 17（56.67） 5（16.67） 25（83.33）

观察组（n=30） 19（63.33） 10（33.33） 1（3.33） 29（96.67）

χ2值 14.972

P值 <0.05

3　讨论

前列腺癌是男性中的一种常见病、多发病，其

发病率与年龄呈正比关系，且 70~80 岁为发病高峰

年龄，严重影响老年人身心健康。在前列腺癌手术

中，因为前列腺解剖位置特殊，再加上男性盆腔狭

窄，传统开腹手术无法充分暴露前列腺部位，其操

作难度较大［9-10］。而腹腔镜手术则可以充分暴露手术

部位，获得清晰的术野，并且还能对耻骨后阴茎背

血管复合体进行处理，避免损伤血管 - 神经束，能

够使性功能障碍减轻，对改善患者预后有着极其重

要的意义［11］。但是手术治疗效果不仅与术式有关，

还受到患者心理素质、耐受情况的影响，尤其是患

者的负面情绪，会降低患者术后生活质量［12］。本研

究中发现，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的生活质量明显

升高，且 SDS 和 SAS 评分明显降低，提示联合心理

干预可以对患者的精神心理障碍进行纠正，减轻患

者不良情绪，使患者树立积极、健康的生活观念 ［13］。

同时，IPSS 评分是评价患者下尿路症状严重程度的

一个有效指标，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治

疗后的 IPS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说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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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的基础上联合心理疗法，可

以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从而改善患者排尿症状［14］。

此外，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为 96.67％，高于对照组

的 83.33％，说明在心理干预中，通过对患者进行认

知干预，可以使患者正确认识自身病情，并且给予

适当的情绪疏导，能够获得患者的信任，建立良好

的护患关系，从而提高护理满意度［15］。

综上所述，临床上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联合心

理干预对局限性前列腺癌患者进行治疗不仅可以改善

患者不良情绪，获得较好的疗效，还能提高患者生活

质量，从而促进患者康复，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参考文献

1. 谭书韬 . 吴斌 . 前列腺癌主动监测的研究进展［J］. 现代泌

尿外科杂志，2016，21（1）：68-72.

2. 任燕明 .45 例前列腺癌根治术围术期的护理体会［J］. 中国

现代医生，2017，49（24）：113-114.

3. 李莲华 .1 例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围术期的护理［J］. 国

际精神病学，2017，20（9）：88-89.

4. 赵芳芳 . 高危前列腺癌患者行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的围

术期护理效果观察［J］. 国际精神病学，2018，22（21）：

3030-3031.

5. 王琨 . 心理护理对前列腺癌行去势术患者负性情绪的效果

观察［J］. 中国医药指南，2018，16（26）：221.

6. 高玉梅 . 基于适应 - 系统双模式评估的围手术期心理护

理在前列腺癌手术患者中的应用［J］. 护理实践与研究，

2017，14（03）：127-129.

7. 付新梅 .45 例前列腺癌根治术围术期的护理体会［J］. 国际

精神病学，2018，19（11）：1020-1026.

8. 穆敏 . 层级式心理护理在前列腺癌去势治疗围术期的应用

价值［J］. 临床医学研究与实践，2019，4（11）：171-172.

9. 王琨 . 心理护理对前列腺癌行去势术患者负性情绪的效果

观察［J］. 中国医药指南，2018，16（26）：221.

10. 刘喜 . 高龄前列腺癌患者围术期护理干预分析［J］. 国际

精神病学杂志，2017，44（05）：944-946，953.

11. 刘永国 . 经耻骨后与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治疗早期局

限性前列腺癌的疗效观察［J］. 国际精神病学，2018，25
（09）：22-24.

12. 刘树志 . 综合治疗中晚期前列腺癌 58 例［J］. 中国实用医

药，2018，4（23）：108-109.

13. 石丽红，王丽艳，唐妙 . 早期康复训练对腹腔镜前列腺

癌根治术后尿失禁的预防作用［J］. 卫生职业教育，2019，

37（17）：147-148.

14. Klimeš JJ. Challenges for landslide hazard and risk manage-

ment in ‘low-risk’ regions，Czech Republic—landslide 

occurrences and related costs（IPL project no.197）［J］. Land-

slides，2017，14（2）：201-203.

15. 彭敬群 .37 例前列腺癌患者的心理护理体会［J］. 求医问

药（下半月），2019，4（22）：59-62.

（收稿日期：2019 年 12 月 2 日）

因性疲乏与焦虑抑郁的研究［J］. 护理管理杂志，2019，

1908：573-576.

6. 张立婷，李喻梅，青友芬，等 . 宫颈癌根治术后患者心

理弹性与焦虑抑郁的相关性研究［J］.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2018，45（01）：157-159.

7. 常双，赵静，罗晓宇 . 精准护理在宫颈癌患者同步放化

疗中的应用效果观察［J］. 中国妇幼健康研究，2016，27
（S1）：138-140.

8. 李芳，朱红卫，张敬，等 . 同步放化疗对宫颈癌患者生存质量

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医学装备，2017，14（01）：24-27.

9. 何明喻，刘桂红，徐继承 . 宫颈癌患者同步放化疗期间症状

群的调查研究［J］. 中国全科医学，2017，20（09）：1110-1116.

10. 邹舒倩，黎葵金，彭素姜 . 护理干预对宫颈癌同步放化

疗患者负性情绪的影响［J］. 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17，11
（20）：156-158.

11. 蔡胜男，韩克，张月香，等 . 同步放化疗中晚期宫颈癌

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J］. 解放军医学院学报，2016，37
（11）：1136-1141.

12. Tefera F，Mitiku I. Uptake of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and 

Associated Factors Among 1549-Year-Old Womenin Dessie 

Town，Northeast Ethiopia［J］. Journal of Cancer Education，

2017，3（24）：118-121.

13. 肖西峰，姜锋，李荣，等 . 宫颈癌术后放疗患者抑郁焦

虑水平及其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分析［J］. 国际精神病学杂

志，2016，43（05）：851-853.

14. 王智康，刘瑜，邹琳，等 . 焦虑抑郁情绪对于晚期宫颈

癌化疗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影响分析［J］. 国际精神病学杂

志，2017，44（06）：1071-1073.

15. 杨英珍，袁亚萍，吕银，等 . 宫颈癌同步放化疗患者

抑郁状况及其影响因素［J］. 中华肿瘤防治杂志，2017，

2423：1619-1623.

（收稿日期：2019 年 12 月 6 日）

上接第 60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