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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西汀对微创手术治疗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心理及术后疼痛的影响

郝光辉 、 张勤安 、 宋宏阁 、 舒文政

【摘要】目的　探讨氟西汀对微创手术治疗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心理及术后疼痛的影响。

方法　将我院 111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组，两组患者均行经皮椎间孔镜术治

疗，在此基础上对照组 55 例术前给予常规心理干预，观察组 56 例在对照组基础上增加氟西汀口服

治疗，对比两组患者手术情况、干预前后焦虑抑郁情绪、术后疼痛及生活质量变化。结果　两组患

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干预时间均无明显差异（P> 0.05）；治疗后，观察组 SAS、SDS 评分低于

对照组，SF-36 评分高于对照组，术后 1、3、7d VAS 评分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氟西汀能

够有效消除围术期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负面情绪，减轻术后疼痛，改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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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fluoxetine on mental state and postoperative pain in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herniation under-
going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HAO Guanghui，ZHANG Qin'an，SONG Hongge，et al. The Sixth People's 
Hospital of Zhengzhou，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hanges of mental state and pain in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herniation un-

dergoing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after fluoxetine treatment. Methods　111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herniation in our 

hospital were grouped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Both groups of patients underwent percutaneous intervertebral forame-

nectomy.55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before surgery，and 56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fluoxetine oral treat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treatment of control group. The surgical conditions，

anxiety and depression，postoperative pain and quality of life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operation time，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and intervention tim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not different

（P>  0.05）. After treatment，the SAS and SDS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the SF-36 score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VAS scores of 1，3，and 7 days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Fluoxetine can effectively eliminate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herniation during perioperative period，reduce postoperative pain，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Keywords】Fluoxetine；Lumbar disc herniation；Mental state；Pain；Quality of life

腰椎间盘突出症主要是由于腰椎纤维环、髓核、

软骨板等结构出现退行性改变，在外力刺激下导致

椎间盘纤维环破裂、髓核脱出而引起，患者临床主

要以腰部疼痛、下肢麻木等为主要症状表现［1］。微

创手术是临床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常用手段，

效果肯定。多数患者在围手术期存在不同程度焦虑

抑郁情绪，与疾病的刺激及患者对手术的恐惧均有

着密切关联［2］，而负面情绪的长期存在会加重机体

应激，其术后疼痛更为严重，直接影响手术效果及

术后康复进度［3］。心理干预见效缓慢。氟西汀是常

用抗抑郁药物，主要通过抑制 5- 羟色胺再摄取产生

抗抑郁效用，而 5- 羟色胺与疼痛亦有着密切关联，

基于此，该研究旨在观察氟西汀应用于行手术治疗

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中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作者工作单位］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郑州，450000）。

［第一作者简介］郝光辉（1978.09-），男，河南杞县人，本科，主治医师，研究方向：骨科四肢脊柱创伤，骨关节疾病，

骨科肿瘤临床治疗。

［通讯作者］郝光辉（Email：haoguanghui002@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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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2017 年 6 月～2019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111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经 CT、核磁共振、腰椎 X

线片、神经传导速度与诱发电位等检查确诊符合腰

椎间盘突出症诊断标准［4］，纳入标准：认知功能正

常，依从性良好，患者知情同意，经我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同意。排除药物禁忌症，既往精神病史，入

组前采用同类药物或方案治疗者，既往手术史。采

用随机数字表法对入组成员进行分组，对照组 55 例，

男 33 例，女 22 例；年龄 53～68 岁，平均（60.01±

3.35）岁；病程 4～7 月，平均（5.03±0.35）月；文化

程度：小学 3 例，初中及高中 20 例，专科及以上 32
例。观察组 56 例，男 35 例，女 21 例；年龄 51～69
岁，平均（59.96±3.41）岁；病程 4～6 月，平均（5.01
±0.38）月；文化程度：小学 5 例，初中及高中 22 例，

专科及以上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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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均拟行经皮椎间孔镜术进行治疗，对

照组患者在入院后由我院心理治疗师进行心理干预，

30-40min/ 次，1 次 / 周；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增加

氟西汀（国药准字 H20160501，规格 20mg*28 片）口

服，20mg/ 次，1 次 /d，两组患者均于术前 15d 开始

治疗，术后持续治疗 15d，治疗周期为 30d，治疗结

束后对比治疗疗效。

1.3　观察指标

 （1）对比两组患者干预时间、手术时间及术中

出血量；（2）焦虑情绪变化比较：依据焦虑自评量表

评分（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评价患者干预

前后情绪改变，SAS 评分内包含焦虑、惊恐、不幸

预感、乏力、心悸、晕厥感等 20 项内容，可分为焦

虑心情（4 项内容）、植物神经功能紊乱（8 项内容）、

运动性紧张（6 项内容）及混合症状（2 项内容）四大

维度，每项采用 1-4 分进行评价，分数越高提示患

者焦虑情绪越严重；（3）抑郁情绪变化比较：采用抑

郁自评量表评分（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

对患者抑郁情绪进行评价，SDS 评分内包含易激怒、

坐卧不安、疲劳、夜间睡眠不好等 20 项内容，分

为四大维度，分别为情感症状（2 项）、躯体性障碍

（8 项）、精神运动性障碍（2 项）、抑郁心理障碍（8
项），每项采用 1-4 分 4 级评分法进行评价，得分越

低提示患者情绪越佳；（4）术后疼痛比较：分别于入

院时、术前、术后 1d、3d、7d 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

（Visual Analogue Scale/Score，简称 VAS）进行评价，

评分范围为 0-10 分，其中 0 分为无痛，<3 分为轻

微疼痛，4-6 分为中度疼痛，尚能忍受但影响睡眠，

7-10 分为重度疼痛，对患者睡眠及食欲均有影响；

（5）生活质量比较：依据简明健康测量量表评分（the 

MOS item short from health survey，SF-36）评价患者

术后生活质量变化，SF-36 评分内共计 36 项内容，9
大维度，总分越高提示患者术后生活质量越佳。

1.4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处理，计数资料采

用［n（％）］表示，χ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x±s）
表示，t 检验，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手术情况及干预时间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方案干预时间、术中出血量及手

术时间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干预时间及手术情况对比（x±s）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min）术中出血量（mL）干预时间（d）

对照组 55 81.31±9.02 49.69±5.99 30.01±0.13

观察组 56 81.28±8.98 49.73±6.03 30.03±0.15

t 0.0176 0.0351 0.7501

P 0.4930 0.4860 0.2274

2.2　焦虑情绪变化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SAS 评分各维度得分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均显著降低，观察组患

者较对照组患者降低效果更为显著，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SA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焦虑心情 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运动性紧张 混合症状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55 13.99±1.15 8.52±0.90* 29.68±2.62 15.15±1.11* 23.38±2.05 12.25±1.01* 7.98±0.99 4.05±0.38*

观察组 56 14.03±1.18 4.11±0.51* 29.73±2.65 8.98±0.89* 23.41±2.08 6.68±0.68* 8.01±0.95 1.38±0.11*

t 0.1808 31.6849 0.0999 32.9986 0.0765 34.0214 0.1629 50.4747

P 0.4284 0.0000 0.4603 0.0000 0.9391 0.0000 0.4354 0.0000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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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腰椎间盘退行性改变、损伤、椎间盘解剖因素、

遗传、腰骶先天异常等因素均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

发生有着密切关联［5］，腰痛、下肢放射痛、大小便

障碍、腰椎侧凸、压痛等是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常

见症状，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及工作、生活均造成严

重影响。微创手术对机体的损伤更小，患者更易接

受，且治疗效果好［6］。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对于

患者的心理状态日益重视［7］。鲁齐林等［8］学者研究

表明，多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在术前均会出现焦虑

抑郁情绪，术前不良心理状态会加重术后疼痛，影

响手术效果，不利于术后腰椎功能的恢复。因此，

术前改善患者心理状态，更利于手术的进行及术后

康复，减轻患者术后痛苦。心理干预是改善患者术

前焦虑抑郁情绪最为常用的治疗手段，但是其起效

慢，疗程长，应用于围术期患者中短期内效果并不

理想［9］。氟西汀是选择性 5- 羟色胺抑制剂，治疗抑

郁效果明确［10］。

本研究发现，两组患者治疗后 SAS 评分及 SDS

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提示心理干预及氟西汀

联合方案均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焦虑抑郁状态，而观

察组患者术后 SDS 及 SAS 评分改善效果均显著优于

对照组患者，提示增加氟西汀联合治疗能够更为快

速有效的消除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分析认为，氟西

汀提升 5-HT 能功能，结合心理干预后产生增益效

用，进一步提升治疗效果。

手术的创伤引起的应激性疼痛是引起术后疼痛

的主要原因，而伴有焦虑抑郁的患者术后疼痛症状

更为显著，可能与含有 5- 羟色胺的神经下行参与脊

髓伤害性疼痛有关［11］。本研究发现，两组患者术前

VAS 评分对比无明显差异，观察组患者术后各时间

2.3　抑郁情绪变化比较

治 疗 后 ， 对 照 组 患 者 S D S 评 分 各 维 度 得 分

均较观察组患者水平高，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SD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情感症状 躯体性障碍 精神运动性障碍 抑郁心理障碍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55 8.06±0.88 3.95±0.60* 31.31±3.30 16.19±1.15* 8.22±0.79 3.89±0.58* 32.35±3.22 17.01±1.08*

观察组 56 8.10±0.90 1.15±0.16* 31.28±3.29 9.52±0.82* 8.19±0.81 1.11±0.20* 32.38±3.19 9.08±0.77*

t 0.2367 33.4602 0.0480 35.1283 0.1975 33.6367 0.0493 44.4729

P 0.4067 0.0000 0.4809 0.0000 0.8438 0.0000 0.9608 0.0000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2.4　术后疼痛比较

两组患者入院时及术前 VAS 评分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均显著降低，对照组患者术后

1d、3d、7dVAS 评分均高于观察组患者，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2.5　生活质量比较

SF-36 评分对比显示，观察组患者各项维度

得分均较对照组患者水平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5。
表4　两组患者VA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入院时 术前 术后1d 术后3d 术后7d

对照组 55 8.66±1.34 7.36±1.22* 5.69±1.16* 3.99±0.59* 2.60±0.25*

观察组 56 8.63±1.36 7.11±1.15* 4.01±0.88* 2.21±0.34* 1.01±0.08*

t 0.1170 1.1111 8.5851 19.4291 44.9603

P 0.4535 0.1345 0.0000 0.0000 0.0000

注：与入院时比较，*P<0.05。

表5　两组患者SF-36评分对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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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43.02±1.16 16.39±1.35 8.01±0.40 21.20±1.81 8.13±0.55 11.23±1.08 20.99±1.02 14.59±1.22 3.51±0.30

观察组（n=56） 48.31±0.68 18.52±0.22 9.11±0.30 23.10±1.23 9.07±0.21 13.13±0.81 23.10±0.85 18.02±0.55 4.59±0.11

t 29.2437 11.5514 16.3683 6.4572 11.8547 10.4713 11.8483 19.0369 25.0930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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