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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康复外科理念联合心理辅导在结肠癌根治术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王丽丽 1 、 姜桂春 2 、 李　辉 2 、 李晓光 2

【摘要】目的　探讨快速康复外科理念（FTS）联合心理辅导在结肠癌根治术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收集 102 例结肠癌患者，采用随机分组法将患者分为 2 组，将快速康复理念应用于研究组，

同时给予心理辅导，对照组给予常规康复方案。比较两组患者康复情况。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研

究组患者的首次肛门排气时间、开始进食与手术结束的间隔时间、切口愈合时间及住院总天数均

显著较短，且差异明显（P< 0.05）；术后研究组的 CRP、IL-6、WBC、焦虑自定量表（SAS）和抑郁

自评量表（SDS）评分也显著降低（P< 0.05）。研究组患者的术后总的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P< 0.05）。结论　快速康复外科理念联合心理辅导可以减轻结肠癌根治术患者围手术期生理和心

理应激反应，促进结肠癌患者的术后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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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fast track surgery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guidance on patients with radical 
resection of colon cancer　　WANG Lili，JIANG Guichun，LI Hui，et al. Tumor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
sity / Department of Colorectal Surgery，Liaoning Tumor Hospital，Shenyang 11004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fast track surgery（FTS）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guid-

ance on patients with radical resection of colon cancer. Methods　102 cases of colon cancer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FTS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guidance，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rehabilitation program. The postoperative recovery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anal exhaust time，the time from started eating to operation ending，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 and wound heal-

ing time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Moreover，the CRP，

IL-6，WBC，SAS and SD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And the total 

complications rate was 27.45％ in the study group，while it was 62.75％ in the control group（P=0.000）. Conclusion
　Fast track surgery（FTS）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guidance can reduce perioperative physical and mental stress 

response，promote post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of patients with radical resection of colon cancer. .

【Key words】 Fast track surgery；Psychological guidance；Radical resection of colon cancer；Perioperative period

随着现代社会节奏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及

饮食习惯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伴随出现的是结肠

癌的患病率日趋增高［1］。目前临床上治疗结肠癌仍

然以手术为主，包括开放性手术及腹腔镜等微创手

术［2］。结肠癌根治术后往往会出现组织损伤、腹胀、

感染等并发症［3］，患者也因此出现诸如焦虑、抑郁

甚至恐惧等不良情绪反应，对术后恢复造成不良影

响。因此，如何更好的减少术后并发症及术后康复

情况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快速康复外科理念（fast 

track surgery，FTS）的出现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带来了

希望，其旨在通过多学科、多模式协作，采用围手

术期一系列相应的处理措施，力求减少患者的不良

反应，加速病人康复出院［4，5］。本研究将快速康复理

念联合心理辅导应用与结肠癌患者的围手术期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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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旨在促进患者术后康复，现报道如下：

1　研究对象及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 2012 年 6 月 ~2014 年 6 月我院住院的结肠

癌患者 102 例，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51 例。入选标准：①符合我国制定的《中国结直肠癌

诊疗规范（2015 版）》［6］，且患者术前无影响手术的

严重疾病（如肠梗阻等），术前未接受过放化疗治疗；

②年龄 18~65 岁，无器质性精神障碍；③签署知情同

意书。观察组 51 例，男 24 例、女 27 例，平均年龄

（56.28±3.24）岁，平均病程（10.18±3.78）年，发

病部位：升结肠 11 例，横结肠 17 例，降结肠 15 例，

乙状结肠 8 例，平均 TNM 分期（3.02±1.21）期；对

照组 51 例，男 23 例、女 28 例，平均年龄（55.38±

4.75）岁，平均病程（9.83±3.56）年，发病部位：升

结肠 10 例，横结肠 18 例，降结肠 14 例，乙状结肠

9 例，平均 TNM 分期（2.92±1.32）期。两组患者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为前瞻性研究。对照组患者仅给予常规

心理辅导及支持治疗，对研究组患者则予以快速康

复外科理念联合心理辅导治疗。研究组根据 FTS 技

术，分别于术前、术中及术后给予适当的处理措施：

①心理辅导：术前进行健康宣教，术前与患者沟通，

掌握患者忧虑的问题及困惑，及时给予解答，根据

患者术前普遍存在焦虑、抑郁等问题，给予轻音乐

等放松身心，加强心理支持；术前予禁食禁水，仅

在手术前 1 天给予高蛋白流质饮食，术前晚口服洗

肠剂（舒泰清）清洗肠道；手术当日备皮。②术中措

施：手术过程中予以患者适当补液及保暖；全麻。③

术后措施：适度止痛；待患者清醒且生命体征平稳后，

鼓励患者尽量在术后 2 天左右开始进食，指导并记

录饮食种类、总量；鼓励患者尽早下床活动（术后 1
天）；指导患者积极练习床上排尿、排便或早期下床

排便，尽早适时拔出尿管及其他引流管。

1.3　观察指标

①记录并比较两组患者第一次肛门排气时间、

进食与手术结束时间间隔、切口愈合时间及住院

时间等。②比较术前及术后两组患者血清中白细

胞（WBC）、C 反应蛋白（CRP）及白细胞介素 -6
（IL-6）的水平。③比较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包括

咽痛、切口及肺部感染、恶心、呕吐、腹胀等的发

生情况。④焦虑自评量表评分（SAS）、抑郁自评量

表评分（SDS）。

1.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22.0 统计软件完成统计分析，计量变

量采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比较行 t 检验；

计数资料以百分率（n，％）表示，比较行 χ2 检验；

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干预前后应激反应各项指标的比较

两组患者干预前 CRP、IL-6 和 WBC 等均无统

计学差异（P>0.05）。研究组干预后 CRP、IL-6 和

WBC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IL-6 和 WBC 均显著高

于干预前（P<0.05）。对照组干预后 CRP、IL-6 和

WBC 均显著高于干预前（P<0.05）。

表1　两组干预前后应激反应各项指标的比较（x ±s）

组别 N
CRP（mg/L） IL-6（ug/L） WBC（×109/L）

干预前 干预后 t值 P值 干预前 干预后 t值 P值 干预前 干预后 t值 P值

研究组 51 5.16±0.14 5.57±2.04 1.432 0.155 68.13±6.24 96.16±9.16 18.061 0.000 5.43±0.21 9.13±1.73 15.162 0.000

对照组 51 5.20±0.15 6.46±2.17 4.137 0.000 67.24±5.76 105.35±9.64 24.236 0.000 5.37±0.20 12.15±1.84 26.161 0.000

t值 1.392 2.134 0.749 4.935 1.478 8.540

P值 0.167 0.035 0.456 0.000 0.143 0.000

2.2　两组患者术后康复情况比较

研究组患者术后开始进食时间、切口愈合时间

和住院时间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2.3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的比较

研究组患者的术后出现并发症的比例较对照组

低，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

2.4　两组患者心理健康状况比较

两组患者干预前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研究组上述评分

均降低（P<0.05），但对照组干预前后无明显差异

（P>0.05）；研究组术后 SAS 和 SDS 评分均低于对照

组（P<0.05），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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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是最常见的

高发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及死亡率均较高，严

重危害人类健康［7］。手术治疗是目前主要的治疗方

式，但是手术往往会造成机体损伤及术后多种病发

症，所以如何减少围手术期的应激反应及术后并发

症成了目前患者和医务人员共同探讨的难点［8］。快

速康复外科（fast track surgery）由丹麦腹部外科医生

于 2001 年首次提出，此后在各国开展起来，且在结

直肠外科中的应用最为成功［9，10］。

FTS 认为，一方面，恰当且适时、适度的给予

围手术期患者心理教育，能缓解患者的担忧等负面

情绪，能使患者更好的面对手术，减少应激、焦虑

和抑郁反应；另一方面，FTS 的护理不同于常规护理，

其可以针对结肠癌病人进行个性化护理措施，促进

患者及家属对疾病和治疗的了解，提高病人的治疗

信心，有利于建立医患联盟［11］。本研究将 FTS 联合

心理辅导应用于结肠癌患者围手术期，结果显示这

种方式可以显著降低患者术后应激反应，加速患者

术后康复。李越等研究支持本研究，该研究显示快

速康复外科联合超前镇痛有助于降低结肠癌患者围

手术期应激反应，加速患者术后康复［12］。但本研究

与该研究存在不同，癌症患者往往存在一定的心理

问题，本研究同时联合了心理辅导治疗结肠癌患者，

效果可能更好。但不足之处是本研究未能对此问题

进行深入探讨。肿瘤的发病机制虽然至今尚未阐明，

但细胞免疫在抗肿瘤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研究在结肠癌根治术围手术期中运用 FTS 联合心

理辅导发现，研究组患者的 CRP、WBC、IL-6、SAS

和 SDS 等炎症因子低于对照组，且差异显著，可以

推测 FTS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手术所造成的免疫

损伤。其原因可能包括：整个过程都尽可能地减少各

种操作对患者的损伤；术后尽早排尿、下地，不仅减

少泌尿系感染的机会，还增强了抵抗力；术后早期进

食，有利于维持胃肠道的功能。

综上所述，快速康复外科理论联合心理辅导应

用于结肠癌手术患者比单纯的给予心理支持更有利

于减少术后并发症，减小手术对身体的创伤，减轻

术后炎性反应，患者术后机体各方面机能恢复更快。

但本研究中纳入对象年龄范围为 18~65 岁，而老年

人是结肠癌发病的高峰期，本研究未对高龄患者进

行探讨，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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