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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肿瘤患者围手术期焦虑与社会支持、睡眠质量的相关性分析

 王　莉 、 刘大勇 、 陈　昆

【摘要】目的　分析脑肿瘤患者围手术期焦虑与社会支持、睡眠质量的相关性。方法　选定本院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住院治疗的 100 例脑肿瘤患者，采用 SAS（焦虑自评量表）评估患者焦虑

程度，采用 SSRS（社会支持量表）评估患者社会支持程度，采用 PSQI（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评估患者睡眠质量，比较不同焦虑程度组 SSRS 评分、PSQI 评分，比较不同社会支持程度组 SAS 评

分、PSQI 评分，比较不同睡眠质量组 SAS 评分、SSRS 评分，Pearson 相关来分析 SAS 评分与 SSRS

评分、PSQI 评分的相关性。结果　重度焦虑组 SSRS 评分低于中度焦虑组，中度焦虑组 SSRS 评分低

于轻度焦虑组，P< 0.05。重度焦虑组 PSQI 评分高于中度焦虑组，中度焦虑组 PSQI 评分高于轻度焦

虑组，P< 0.05。社会支持程度低组 SAS 评分、PSQI 评分均高于社会支持程度中组，社会支持程度中

组 SAS 评分、PSQI 评分均高于社会支持程度高组，P< 0.05。睡眠质量低组 SAS 评分高于一般组，一

般组 SAS 评分高于好组，好组 SAS 评分高于非常好组，P< 0.05。低组 SSRS 评分低于一般组，一般

组 SSRS 评分低于好组，好组 SSRS 评分低于非常好组，P< 0.05。SAS 评分与 SSRS 评分呈负相关性，

与 PSQI 评分呈正相关性，P< 0.05。结论　脑肿瘤患者围手术期焦虑情绪与社会支持程度呈负相关

性，与睡眠质量呈正相关性，临床应根据个体差异性予以足够的社会支持，尽可能减轻患者焦虑情

绪，提高睡眠质量。

【关键词】脑肿瘤；焦虑；社会支持；睡眠质量；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R749.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21）03-0528-04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ioperative anxiety，social support and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brain tumor
　　WANG Li，LIU Dayong，CHEN Kun. Zhumadian Central Hospital，Zhumadian 46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among perioperative anxiety，social support and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brain tumor. Methods　100 cases of brain tumor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Janu-

ary 2020 were selected. SAS（self rating Anxiety Scale）was used to assess the degree of anxiety，SSRs（Social Sup-

port Scale）was used to assess the degree of social support，PSQI（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was used to assess 

the sleep quality of patients. The scores of SSRs and PSQI in different anxiety groups were compared The SAS score and 

PSQI score of different social support groups were compared，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AS score and SSRs score and 

PSQI score was analyzed by Pearson. Results　The SSRs score of severe anxiet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moderate 

anxiety group，and the SSRs score of moderate anxiet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mild anxiety group，P<0.05. PSQI 

score of severe anxiet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moderate anxiety group，PSQI score of moderate anxiet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mild anxiety group，P<0.05. The SAS and PSQI scores of the low social support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middle social support group，and the SAS and PSQI scores of the middle social support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high social support group，P<0.05. SAS score of poor sleep qualit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general group，SAS score of gener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good group，SAS score of good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very good group，P<0.05. The SSRs score of the poor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general group，the 

SSRs score of the gener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good group，and the SSRs score of the good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very good group，P<0.05. SAS scor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SRs score，and positively c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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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肿瘤是一种临床常见脑血管神经系统疾病［1］。

据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在全身肿瘤中脑肿瘤占到了

1-6％［2］。手术是当前临床治疗脑肿瘤的主要手段，

可有效切除病灶，防止疾病进展，降低死亡率［3］。

但由于脑肿瘤起病急骤、病情进展迅速，患者普遍

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情绪、睡眠障碍，不仅加重了

患者痛苦，而且给照顾者、社会等均带来了持久、

巨大的经济、健康、社会、精神压力［4］。有研究表明：

长期处于焦虑的患者，睡眠质量较差、社会支持程

度较低［5］。基于此，为进一步分析脑肿瘤患者围手

术期焦虑与社会支持、睡眠质量的相关性，本文选

定本院 2018 年 1 月～2020 年 1 月住院治疗的 100 例

脑肿瘤患者，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定本院 2018 年 1 月～2020 年 1 月住院治疗的

100 例脑肿瘤患者，已得到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62
例男性、38 例女性；年龄在 23～67 岁，平均（45.62
±5.17）岁；病程在 3～19 个月，平均（11.62±2.41）
个月；疾病类型：49 例脑膜瘤、51 例脑胶质瘤；体重

在 43～90kg，平均（66.52±5.46）kg。

纳入标准：①均经 MRI、CT 等检查确诊；②年

龄≧ 18 周岁；③病历资料齐全、完整；④均知情，

已同意。

排除标准：①合并帕金森、痴呆、人格分裂症者；

②处于哺乳、妊娠期女性；③预计生存期在 3 月内者；

④中途从此项研究退出者；⑤合并呼吸衰竭、心肌梗

死者；⑥合并血栓、骨折等疾病者。

1.2　方法

所有患者焦虑程度、社会支持程度、睡眠质量

均在术前评价。

（1）SAS（焦虑自评量表）：50～59 分为焦虑轻

度，60～69 分为焦虑中度，70 分以上为焦虑重度［6］。

量表 Cronbach’sα系数是 0.809，信效度良好。

（2）SSRS（社会支持量表）：包括支持利用度、

社会支持、主观支持三个维度，共计 10 个条目，总

分是 66 分，50～66 分为社会支持程度高，35～50
分为社会支持程度中，12～35 分为社会支持程度

低［7］。量表 Cronbach’sα系数是 0.811，信效度良好。

（3）PSQI（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包括日

间功能障碍、睡眠障碍、睡眠效率、睡眠时间、入

睡时间、睡眠障碍，总分是 21 分，非常好≦ 5 分，

好在 6～10 分，一般在 11～15 分，很差≧ 16 分，睡

眠质量、分值呈负相关性［8］。量表 Cronbach’sα 系

数是 0.805，信效度良好。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不同焦虑程度组 SSRS 评分、PSQI 评分，

比较不同社会支持程度组 SAS 评分、PSQI 评分，比

较不同睡眠质量组 SAS 评分、SSRS 评分。

1.4　统计学方法

以 SPSS26.0 软件统计，计量资料（SAS 评分、

SSRS 评分、PSQI 评分），独立样本 t 检验或 F 检验

（组间比较），以“x±s”表示，Pearson 分析 SAS 评

分与 SSRS 评分、PSQI 评分的相关性，P<0.05，表

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不同焦虑程度组 SSRS 评分、PSQI 评分

重度焦虑组 SSRS 评分低于中度焦虑组，中度焦

虑组 SSRS 评分低于轻度焦虑组，P<0.05。重度焦虑

组 PSQI 评分高于中度焦虑组，中度焦虑组 PSQI 评

分高于轻度焦虑组，P<0.05，见表 1。
表1　比较不同焦虑程度组SSRS评分、PSQI评分（x±s）

组别 SSRS评分（分） PSQI评分（分）

轻度焦虑组（n=39） 43.62±3.62 7.82±0.67

中度焦虑组（n=41） 32.62±2.66a1 11.52±1.65a2

重度焦虑组（n=20） 15.26±1.05b1，c1 14.26±2.06b2，c1

F 12.271 10.744

P <0.001 <0.001

注：与轻度焦虑组比较，a1t =15.542 a1P=0.000；a2t =13.017 
a2P=0 .000；与中度焦虑组比较，b1t =28 .042  b1P=0 .000；
b2t =5.605 b2P=0.000；与轻度焦虑组比较，c1t =34.176c1P=0.000；
c2t =17.887 c2P=0.000。

2.2　比较不同社会支持程度组 SAS 评分、PSQI

评分

社会支持程度低组 SAS 评分、PSQI 评分均高于

社会支持程度中组，社会支持程度中组 SAS 评分、

related with PSQI score，P<  0.05. Conclusion　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nxiety and social support，

an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nxiety and sleep quality in brain tumor patients during perioperative period. Enough 

social support should be given according to individual differences，so as to reduce anxiety and improve sleep quality.

【Key words】Brain tumor；Anxiety；Social support；Sleep quality；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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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QI 评分均高于社会支持程度高组，P<0.05，见表

2。
表2　比较不同社会支持程度组SAS评分、PSQI评分（x±s）

组别 SAS评分（分） PSQI评分（分）

社会支持程度高组（n=32） 35.26±2.62 8.62±1.06

社会支持程度中组（n=38） 43.92±3.62a1 12.26±1.64a2

社会支持程度低组（n=30） 56.92±6.59b1，c1 15.82±3.62b2，c1

F 13.944 10.276

P <0.001 <0.001

注：与社会支持程度高组比较，a1t =11.269 a1P=0.000；
a2t =10.793 a2P=0.000；与社会支持程度中组比较，b1t =10.354 
b1P=0.000；b2t =5.408 b2P=0.000；与社会支持程度高组比较，
c1t =10.729 c1P=0.000；c2t =10.775 c2P=0.000。

2.3　比较不同睡眠质量组 SAS 评分、SSRS 评分

睡眠质量很差组 SAS 评分高于一般组，一般

组 SAS 评分高于好组，好组 SAS 评分高于非常好

组，P<0.05。很差组 SSRS 评分低于一般组，一般组

SSRS 评分低于好组，好组 SSRS 评分低于非常好组，

P<0.05，见表 3。
表3　比较不同睡眠质量组SAS评分、SSRS评分（x±s）

组别 SAS评分（分） SSRS评分（分）

非常好组（n=4） 31.26±1.05 52.26±3.62

好组（n=20） 38.26±1.69a1 46.25±2.99a2

一般组（n=46） 45.29±2.88b1，c1 36.29±2.05b2，c1

很差组（n=30） 62.82±3.64d1，e1，f1 20.62±1.62d1，e1，f1

F 18.274 13.924

P <0.001 <0.001

注：与非常好组比较，a1t =7.900 a1P=0.000；a2t =3.559 
a2P=0.000；与好组比较，b1t =10.155 b1P=0.000；b2t =15.701 
b2P=0.000；与非常好组比较，c1t =9.609 c1P=0.000；c2t =14.044 
c2P=0.000。与非常好组比较，d1t =17.037 d1P=0.000；d2t =31.298 
d2P=0.000。与好组比较，e1t =28.148 e1P=0.000；e2t =39.221 
e2P=0.000。与一般组比较，f1t =23.348 f1P=0.000；f2t =35.271 
f2P=0.000。

2.4　SAS 评分与 SSRS 评分、PSQI 评分的相关性

SAS 评分与 SSRS 评分呈负相关性，与 PSQI 评

分呈正相关性，P<0.05，见表 4。
表4　SAS评分与SSRS评分、PSQI评分的相关性

项目
SSRS评分 PSQI评分

r值 P值 r值 P值

SAS评分 -4.268 <0.01 0.765 <0.01

3　讨论

脑肿瘤是指发生在颅内等组织的肿瘤，该病的

发生与宿主因素、环境因素等有关，环境因素包括

生物因素、化学因素、物理因素，宿主因素包括家

族史、个人病史等［9-10］。脑肿瘤患者普遍存在视力

减退、恶心呕吐、头痛等症状，严重影响了患者正

常的生活、工作［11］。脑肿瘤如果治疗不及时或方法

不当，会导致脑部组织受到不同程度的压迫，病情

严重的患者会死亡［12］。目前，临床主要通过手术切

除病灶达到治愈脑肿瘤的目的［13］。但临床调查发现：

脑肿瘤患者往往会由于病变性质、病变部位的特殊

性引发情感障碍，具体表现为焦虑、绝望、烦躁、

自卑，睡眠质量较差［14］。

本研究显示：重度焦虑组 SSRS 评分低于中度

焦虑组，中度焦虑组低于轻度焦虑组，重度焦虑

组 PSQI 评分高于中度焦虑组，中度焦虑组高于轻

度焦虑组，P<0.05。社会支持程度低组 SAS 评分、

PSQI 评分均高于社会支持程度中组，社会支持程

度中组均高于社会支持程度高组，P<0.05。睡眠质

量很差组 SAS 评分高于一般组，一般组高于好组，

好组高于非常好组，P<0.05。很差组 SSRS 评分低

于一般组，一般组低于好组，好组低于非常好组，

P<0.05。表明焦虑程度越重的脑肿瘤患者，社会支

持程度、睡眠质量均越低，相应的睡眠质量越差的

患者，焦虑程度越重，社会支持程度越低。本研究

显示：SAS 评分与 SSRS 评分呈负相关性，与 PSQI 评

分呈正相关性，P<0.05。表明焦虑情绪越重的患者，

社会支持程度越低，睡眠质量越差。分析如下：脑肿

瘤患者由于存在一系列精神神经症状，且并发症较

多、病程较长，生活自理能力较差，极易出现焦虑、

抑郁等消极情绪。对于脑肿瘤患者而言，疾病是一

种负性生活事件，大部分患者在患病之后一般难以

接受，同时由于手术创伤性、放化疗毒副反应等因

素的影响，会导致患者出现严重的认知扭曲，进而

影响患者社会交往、工作情况等，降低社会支持程

度，加重心理负担，增加皮质醇、儿茶酚胺等应激

物质释放，引发强烈的应激反应，最终降低患者睡

眠质量［15］。另外，疾病本身、视力减退、恶心呕吐、

头痛等临床症状、手术效果以及患者预后等也会影

响脑肿瘤患者心理健康状况，患者长期保守疾病的

折磨，身体不适感明显，同时由于手术部位特殊，

过于担心手术治疗效果，或者治疗效果不理想等，

均会导致患者出现强烈的应激反应，增加交感、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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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感神经兴奋性，进而降低患者睡眠质量，不利于

机体恢复。

根据本次研究结果，特提出以下几点心理干预

措施，临床根据患者个体差异性进行针对性的临床

干预，例如：（1）健康教育：通过视频、微信、宣传

册、文字等方式向患者讲解脑肿瘤相关知识，语言

以通俗易懂为主，尽可能避免使用官方语言，及时

以自身的专业知识解答患者及家属的疑问。（2）心理

干预：根据患者性格特征、学历、生活背景等进行针

对性的心理疏导，多向患者介绍既往预后良好的脑

肿瘤案例，予以真诚的安慰、支持、鼓励，增强治

疗的信心、意志。（3）情感支持：及时与患者家属取

得联系，尤其是配偶，告知其家庭支持对患者病情

恢复的重要性，鼓励其予以患者真诚的照顾与关爱。

（4）睡眠干预：告知患者睡前禁止观看刺激性较大

的视频，睡前 30min 可通过温水泡脚、饮用热牛奶、

听舒缓柔和的轻音乐等方式促进睡眠。（5）音乐疗

法：护士根据患者个人欣赏水平等为患者选择恰当的

音乐，例如潜水声、鸟叫声等，音调柔和舒缓、松

弛平稳，对于存在焦虑情绪的患者，可选择旋律轻

松的音乐，对于存在恐惧心理的患者，可选择摇篮

曲等音乐。本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例如研究时限

较短、样本容量较小，对结果的一般性、普遍性有

所影响，故仍旧需临床进一步扩大样本容量、延长

研究时限，为评估脑肿瘤患者焦虑与社会支持、睡

眠质量的相关性提供更多参考依据。

综上所述，脑肿瘤患者焦虑程度越重，睡眠

质量越差，社会支持程度越低，临床应根据个体差

异性，及早予以针对性护理干预，尽可能改善患者

心理状态，为患者赢得更多的社会支持，提高睡眠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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