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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对碘 131治疗的甲状腺癌患者睡眠质量及心理状态的
影响

王洪伟 、 张建伟 、 吴云飞 、 于广周

【摘要】目的　探讨行碘 131 治疗的甲状腺癌患者应用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治疗后患者心理状

态、睡眠质量变化。方法　将我院 81 例行碘 131 治疗的甲状腺癌患者依据患者入院先后顺序进行分

组，对照组 40 例，观察组 41 例合并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治疗，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后睡眠质量、情

绪及生命质量的变化。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 QLQ-C30 评分高于对照组，PSQI、SDS 及 SAS 评分低

于对照组（P< 0.05）。结论　渐进性肌肉训练能够有效缓解甲状腺癌碘 131 治疗患者焦虑抑郁情绪，

改善睡眠质量及生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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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rogressive muscle relaxation training on sleep quality and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patients with 
thyroid cancer iodine 131 treatment　　WANG Hongwei，ZHANG Jianwei，WU Yunfei，et al. Zhumadian Central 
Hospital，Zhumadian 46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hanges of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sleep quality of thyroid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with iodine 131 after applying progressive muscle relaxation training. Methods　81 thyroid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with iodine 131 in our hospital were included and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n=40）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n=41），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treat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progressive muscle relaxation 

training. The psychological mood and quality of lif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QLQ-C30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PSQI，SDS and SAS scores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Progressive muscle training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thyroid cancer patients with iodine 131，improve sleep qua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Keywords】Progressive muscle Relaxation training；Thyroid cancer；Iodine 131；Sleep quality；Psychological state

甲状腺癌是头颈部恶性肿瘤中较为常见的一种，

发病率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女性较为多见［1］，对

患者的生活质量等均造成严重影响，甚至危及患者

生命安全。手术是治疗甲状腺癌的首选方案，为巩

固治疗效果，术后需要联合碘 131 进行后续治疗。

癌症患者多半有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2］，

甲状腺癌患者亦不例外，负性情绪的出现极易导致

患者睡眠质量欠佳，进而加重焦虑抑郁情绪，影响

治疗效果及患者生命质量，因此积极有效的改善患

者负性情绪及睡眠质量，对于改善患者预后有着重

要的临床意义。心理治疗见效缓慢，且治疗周期长，

短期内效果并不理想。渐进性肌肉训练是一种通过

调节躯体反应而改变机体情绪的治疗方法，能够有

效改善患者负面情绪［3］。本研究旨在观察渐进性肌

肉训练应用于碘 131 治疗的甲状腺癌患者的效果，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1 月～2018 年 12 月期间我院收治

的 81 例甲状腺癌，经放射性核素扫描、MRI、甲状

腺四项检查、B 超等检查确诊符合分化型甲状腺癌诊

断标准［4］，分化型甲状腺癌分期 III 期 -IV 期，患者

［作者工作单位］驻马店市中心医院（驻马店，4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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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功能正常，自愿参与本研究，入选患者均采用

甲状腺碘 131 进行治疗，焦虑自评量表评分（SAS）

>50 分，抑郁自评量表评分（SDS）>50 分，该研究经

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排除药物禁忌症，入组

前采用其他方案治疗者，既往精神病史，不能配合

治疗者，预计生存期 <6 月者。依据患者入院顺序分

为对照组 40 例及观察组患者 41 例，对照组男 12 例，

女 28 例，年龄 43～68 岁，平均（55.16±5.26）岁；

文化程度：小学 3 例，初中及高中 15 例；大专及以上

22 例；分化型甲状腺癌分期 III 期 19 例，IV 期 21 例。

观察组 41 例，男 11 例，女 30 例；年龄 41～70 岁，

平均（55.22±5.33）岁；文化程度：小学 5 例，初中

及高中 13 例；大专及以上 23 例；分化型甲状腺癌分

期 III 期 18 例，IV 期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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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均给予碘 131 进行治疗，在此基础上，

对照组患者增加心理治疗，由我院专业心理治疗时

介入，医护人员在旁协助，（1）问题探索及评估，与

患者积极沟通，明确患者焦虑抑郁出现的原因，了

解患者对疾病的认知，注意患者情绪变化；（2）设

定目标，与患者协商后确定心理治疗的预期目标，

制定治疗方案，嘱咐患者家属参与，调动患者积极

性；（3）行动实施及评估，每周与患者进行深入交

谈，谈话时间不低于 30min，同时检验患者治疗方案

的执行力度，明确患者睡眠质量及情绪变化。观察

组患者应用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首先通过视频方

式指导患者进行学习，明确患者掌握后开始进行训

练，训练前指导患者平卧 10min，集中思想，排除杂

念，随后监督患者训练，肌肉紧张，同时嘱咐患者

体会肌肉紧张的感觉，维持 10s 后放松 10s，体会肌

肉放松的感觉，训练步骤，有手部开始，随后为前

臂、上臂、另一侧手臂、胸部、肩颈部、背部、腹部、

大腿、小腿，30min/ 次，2 次 /d。两组患者均持续治

疗 30d 并对比治疗效果。

1.3　观察指标

 （1）睡眠质量：依据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评分

（PSQI）对患者治疗前后睡眠质量进行评价，PSQI

评分包含睡眠障碍、入睡时间、催眠药物、睡眠时

间、睡眠质量、日间功能及睡眠效率 7 项内容，每

项采用 0-3 分进行评价，总分越低表明患者睡眠质

量越好；（2）心理情绪：焦虑情绪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SAS）进行评价，SAS 评分内包含手足刺痛、静坐

不能、心悸、乏力、面部潮红、恶梦等 20 项内容，

总分 100 分，分数 >50 分及表明患者存在焦虑情绪，

分数越高患者焦虑情绪越严重；抑郁情绪采用抑郁自

评量表（SDS）进行评价，SDS 评分包含心跳、疲劳

感、思维、情绪变化、进餐等 20 项内容，评分方法

与 SAS 评分相同；（3）生命质量：采用生命质量测定

量表中文版（QLQ-C30）评分评价患者治疗前后生命

质量改变情况，QLQ-C30 评分内包含情绪功能、社

会功能、角色功能、躯体功能及认知功能 5 大项，

每项采用 1-7 分 7 级评分法进行评价，分数越高提

示患者生命质量越佳。

1.4　统计方法

应用 SPSS18.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

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t 检

验；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率表示，采用 χ2 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睡眠质量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睡眠质量量表各项评分均叫治

疗前明显降低，观察组患者各项评分及 PSQI 总分均

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表1　治疗前后患者PSQI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睡眠障碍 入睡时间 催眠药物 睡眠时间 睡眠质量 日间功能 睡眠效率 合计

对照组（n=40）治疗前 2.11±0.52 2.13±0.60 2.20±0.51 2.21±0.39 2.18±0.55 2.17±0.53 2.31±0.41 10.71±1.43

治疗后 1.03±0.21△ 0.99±0.13△ 1.05±0.12△ 1.11±0.15△ 1.12±0.18△ 1.11±0.16△ 1.15±0.16△ 5.11±0.60△

观察组（n=41）治疗前 2.09±0.49 2.11±0.58 2.17±0.53 2.25±0.43 2.21±0.61 2.18±0.55 2.28±0.43 10.66±1.35

治疗后 0.67±0.11△▲ 0.71±0.08△▲ 0.66±0.09△▲ 0.60±0.07△▲ 0.58±0.06△▲ 0.55±0.09△▲ 0.63±0.08△▲ 3.03±0.30△▲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心理情绪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 SAS 及 SDS 评分均较治疗前

显著降低，观察组患者治疗后两项评分均显著低于

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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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放射线损伤、碘摄入过量或缺乏、甲状腺良性

肿瘤、遗传、癌症相关基因改变等因素均与甲状腺

癌的发生有着密切关联［5］。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甲

状腺癌发病率是实体恶性肿瘤中近年来增长最快的

癌性病变［6］。手术是临床上治疗甲状腺癌的首选方

案，为避免患者术后复发，临床上对于甲状腺癌术

后患者多给予碘 131 进行治疗，能够有效巩固手术

效果，提升患者生存率。癌症患者多半有不同程度

焦虑抑郁情绪，主要是由于患者对于癌症疾病的恐

惧而引起，同时加之治疗过程较为繁杂、痛苦，机

体应激反应的产生等因素均会促使焦虑抑郁负面情

绪滋生，极不利于病情的有效控制［7］，甲状腺癌会

影响甲状腺素分泌，影响机体新陈代谢，导致患者

情绪异常［8］。

心理治疗是临床上用于甲状腺癌合并焦虑抑郁

患者常用的治疗手段，主要通过明确患者焦虑抑郁

情绪出现的原因，通过与患者交谈进行积极的疏解，

为患者普及疾病相关知识，提升患者的认知程度等

手段改善患者负面情绪，提升患者睡眠质量［9］。本

研究发现：两组患者治疗后 SAS 评分、PSQI 评分、

SDS 评分及 QLQ-C30 评分均较治疗钱显著改善，证

实心理治疗与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均能够有效改善

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及睡眠质量，提升患者生命质量。

而观察组患者治疗后各项评分改善效果较对照组患

者更为明显，提示渐进性肌肉训练能够更为有效的

缓解患者负性情绪，促进患者睡眠质量及生命质量

改善。临床分析认为，渐进性肌肉训练属于放松疗

法的一种，其作用于机体后能够通过促进机体肌肉

放松，在此过程中，引导患者感受肌肉收缩及放松

的状态，进而加深患者对机体肌肉状态的掌握程度，

调节运动神经系统功能，促使机体进入松弛状态，

抑制交感神经活动水平［10］，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能

够通过有意识的促使肌肉反复紧张松弛，降低机体

大脑皮层唤醒水平，更利于患者入睡，因此对于改

善患者睡眠质量更为有效［11］。患者负面情绪得到有

效缓解，睡眠质量的提升均有利于促进患者生命质

量的改善，吕晓蕊等［12］学者的研究结果与本研究一

致。但本研究只是一个初步研究，还有其它一些因

素会影响患者的情绪和睡眠，后续的研究要扩大样

本量，控制更多的影响因素。

综上所述，渐进性肌肉训练通过抑制交感神经

活动水平，降低机体大脑皮层唤醒水平，调节运动

神经系统功能等，应用于甲状腺癌碘 131 治疗患者

效果显著，有效提升患者睡眠质量及生命质量，改

善患者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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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VAS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提示在心理干

预基础上增加氟西汀能够更为有效的减轻患者术后

疼痛。分析认为，与氟西汀能够阻断 5- 羟色胺的转

运吸收结合过程，提升突触间隙内 5- 羟色胺浓度水

平，进而减轻疼痛。同时本研究显示，观察组患者

术后 SF-36 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提示增加氟西汀

口服治疗能够显著提升患者术后生活质量，可能与

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快速改善，术后疼痛的快速减轻

有关，本研究与国内学者［12］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氟西汀应用于行微创手术治疗的腰

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效果显著，有效改善患者焦虑抑

郁情绪，减轻术后疼痛，提升患者术后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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