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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干预对接受内镜下黏膜剥离术的早期上消化道肿瘤患者情绪的影响

曹　蕾 、 陈　红 、 李　靖

【摘要】目的　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对接受内镜下黏膜剥离术的早期上消化道肿瘤患者心理状态的

影响。方法　选择 2018 年 1 月～2019 年 6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早期上消化道肿瘤患者 32 例为研究对

象，随机分为两组，均行内镜下黏膜剥离术治疗，其中给予对照组常规护理，而观察组患者则运用

综合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经 Logistic 多因素分析，发现患者术前心理焦虑和抑郁的

发生与社会支持总分、是否合并慢性疾病、文化程度以及性别等因素有关（P< 0.05）；术前，两组各

项评分比较无差异（P> 0.05）；术后，观察组的 HAMD 和 HAMA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 0.05）；两组

的住院、术后禁食以及手术时间比较无差异（P> 0.05）；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的术后不良反应发生

率低，组间对比差异明显（P< 0.05）；观察组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0.05）；同时，两组的 SCL-90

评分有统计意义（P< 0.05）。结论　临床上运用内镜下黏膜剥离术治疗早期上消化道肿瘤患者时，患

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抑郁和焦虑，通过给予患者综合护理干预，能够减轻不良情绪，减少术后不良

反应，提高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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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mood in patients with early upper gastrointesti-
nal cancer received endoscopic mucosal dissection　　CAO Lei，CHEN Hong，LI Jing.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uoyang 471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mood in patients with 

early upper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received endoscopic mucosal dissection. Methods　Thirty-two patients with early 

upper gastrointestinal tumor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June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ll of them were treated with endoscopic mucosal dissection，in which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care，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to com-

pare the nursing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Logistic multivariate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occurrence of preopera-

tive psychologic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as related to the total score of social support，whether chronic diseases were 

combined，education level，gender and other factors（P<0.05）. Before surgery，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After the operation，HAMD and HAMA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hospitalization，postoperative fasting and opera-

tion tim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was significant（P<0.05）. The satisfac-

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At the same time，the scl-90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When endoscopic mucosal dissection is used 

to patients with early upper gastrointestinal tumors，patients will suffer from different degree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By giving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to patients，adverse emotions can be alleviated，postoperative adverse 

reactions can be reduced，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can be improved.

【Key words】Depression；Anxiety；Endoscopic mucosal dissection；Upper gastrointestinal tumor；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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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消化道肿瘤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肿瘤，

好发于胃部和食管，会阻碍患者正常进食，严重危

害患者健康，还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1］。内镜下

黏膜剥离术（ESD）安全性高、创伤小以及疗效好，

被广泛运用于治疗上消化道肿瘤［2-3］。但是 ESD 对操

作有着较高的要求，术中会给患者带来不适和痛苦，

患者因为缺乏对治疗的正确认识和了解，再加上担

心病情，容易产生紧张、焦虑等负面情绪，影响预

后［4］。因此，本文对综合护理干预运用在早期上消

化道肿瘤患者内镜下黏膜剥离术中的临床价值进行

了研究，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18 年 1 月～2019 年 6 月期间收治的

32 例早期上消化道肿瘤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

两组，每组 16 例。对照组年龄 40～68 岁，平均（53.5
±11.3）岁，其中 6 例为女性、10 例为男性，疾病类

型：3 例为脂肪瘤、4 例上消化道平滑肌瘤、9 例为

上消化道间质瘤；观察组年龄 41～69 岁，平均（53.6
±11.4）岁，其中 5 例为女性、11 例为男性，疾病类

型：3 例为脂肪瘤、5 例上消化道平滑肌瘤、8 例为

上消化道间质瘤。入选标准：①符合临床诊断标准，

且经胃镜检查确诊；②患者及家属知情，且签署同意

书；③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排除标准：①沟通交

流障碍者；②不愿意参与研究者；③临床资料缺失者；

④中途退出研究者。两组的疾病类型、年龄等资料

具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行常规护理，即术

前协助患者完善各项检查，对患者进行简单的健康

指导，告知患者手术的相关知识，术后密切监测患

者病情变化，并且给予患者并发症预防、病房护理

以及用药指导等。

1.2.2　观察组　观察组患者在上述护理基础上，

再行综合护理干预：①心理干预。术前 1d，对患者

进行访视，运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告知患者手术的

安全性和必要性，若患者情绪高度紧张，应该与一

些成功的案例相结合，使患者看到治疗的希望，增

强战胜疾病的信心。同时，还应该将术中可能出现

的意外情况告知患者，尤其是女性患者，使患者正

确认识手术，使患者的信任度提高；②术中护理。麻

醉前，再次给予患者心理疏导，指导患者通过深呼

吸的方法放松身心，有助于保持良好的心态。同时，

术中对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进行密切监测，一旦发

现异常，及时告知一声处理，预防不良事件；③术

后护理。术后加强病房巡视，尽量为患者营造舒适、

安静、温馨的一个病房环境，有助于患者更好休息。

同时，待患者意识清醒后，要第一时间告知患者手

术很成功，消除患者顾虑，对患者的主诉进行了解，

再结合患者的实际病情，给予患者针对性心理疏导

和安慰，避免患者过度紧张、焦虑。同时，出院前

1d，对患者进行健康指导，告知患者相关注意事项，

指导患者严格按照医嘱要求用药，不能擅自停药或

更改服药剂量，并且定期到医院复查等。

1.3　观察指标

观察以下指标：①手术指标。包括手术、术后

禁食以及住院时间；②术后不良反应，包括急性上

腹痛、发热以及出血等；③运用 Zung 焦虑自评量表

（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价两组焦虑、抑郁

情况，得分越高，焦虑、抑郁越严重［5］；④运用症

状自评量表（SCL-90）评价患者心理健康状况，包

括躯体化、强迫状态、疑虑、敌对、恐怖五个方面，

得分与心理健康呈反比关系［6］；⑤运用自制量表评价

患者满意度，有不满意、满意以及非常满意三个等

级可供选择。同时，对影响患者心理状态的相关因

素进行收集，包括是否合并慢性病、文化程度、职

业、性别以及社会支持水平等，并且行 Logistic 回归

分析。

1.4　统计学分析

本次数据由 SPSS20.0 软件分析，计数和计量资

料分别行 χ2 和 t 检验，以 P<0.05 表示有差异。

2　结果

2.1　多因素分析

经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患者术前心理焦虑

和抑郁的发生与社会支持总分、是否合并慢性疾病、

文化程度以及性别等因素有关（P<0.05），见表 1。
表1　影响患者心理状态的多因素分析

95 ％CI

变量名 B S. E Wald X2值 P Exp（B） Upper Lower

性别 -0.766 0.296 6.755 0.008 0.466 0.829 0.261

文化程度 -0.435 0.153 8.226 0.004 0.648 0.873 0.483

是否合并慢性疾病 0.365 0.167 4.812 0.029 1.439 1.991 1.038

2.2　两组手术指标比较

两组的手术、术后禁食以及住院时间无可比性

（P>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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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手术情况对比（x±s）

组别 手术时间（min）术后禁食时间（d）住院时间（d）

对照组（n=16） 85.12±10.45 1.83±0.46 8.78±1.66

观察组（n=16） 82.31±10.72 1.67±0.55 8.12±1.52

t值 1.032 0.663 0.862

P值 <0.05 <0.05 <0.05

2.3　两组各项评分对比

两 组 干 预 前 的 S D S 和 S A S 评 分 无 可 比 性

（P>0.05）；观察组干预后的 SAS 和 SDS 评分均低于

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3　两组SAS和SD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SDS评分 SAS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n=16）40.02±5.6457.11±6.29 40.98±8.11 59.78±11.72

观察组（n=16）40.35±6.1143.26±5.67 40.62±9.23 45.11±7.89

t值 0.764 5.398 1.057 9.764

P值 >0.05 <0.05 >0.05 <0.05

2.4　两组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术后，观察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

组（P<0.05），见表 3。
表4　两组不良反应对比［n（％）］

组别 急性上腹痛 发热 出血 发生率

对照组（n=16） 2（12.5） 1（6.25） 1（6.25） 4（25.0）

观察组（n=16） 1（6.25） 1（6.25） 0（0.0） 2（12.5）

χ2值 10.631

P值 <0.05

2.5　两组 SCL-90 评分对比

观察组的 SCL-90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

见表 5。
表5　两组各项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躯体化 强迫状态 疑虑 敌对 恐怖

对照组（n=16）1.85±0.44 1.49±0.31 1.45±0.33 1.05±0.22 1.97±0.42

观察组（n=16）1.39±0.27 1.28±0.22 10.96±0.22 0.89±0.16 1.43±0.32

t值 6.092 8.176 9.053 7.398 11.653

P值 <0.05 <0.05 <0.05 <0.05 <0.05

2.6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的满意度高，组间对比

有统计意义（P<0.05），见表 5。

3　讨论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的改

变，上消化道肿瘤在我国的发病率呈现出明显的上

升趋势，对患者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危害［7］。内镜下

黏膜剥离术（ESD）可以在内镜的直视下，从固有基

层表面将形态不规则或直径 >2cm 的癌变组织一次

性剥离下来，为后续治疗提供有效的组织病理学依

据，并且是当前完整切除早期消化道肿瘤的一个金

标准［8-9］。上消化道肿瘤患者得知自身病情后，发生

心理障碍的风险较高，以绝望、抑郁、焦虑以及紧

张等症状为主要表现，严重的情况下，还会产生自

杀倾向，具有较大的危害性［10］。在恶性肿瘤患者中，

发生不良情绪如焦虑、抑郁的患者占 30％-70％，

并且与正常人相比，其出现自杀的倾向为 1.3～2.8
倍［11］。本研究发现：影响患者术前心理抑郁和焦虑

变化的因素有以下几点：①性别。与男性相比，女性

的抑郁、焦虑评分明显较高（P<0.05），其原因可能

与角色冲突、社会性别角色差异以及生物易感性有

关；②文化程度。文化水平与抑郁、焦虑评分呈正比

关系，可能与文化程度高的患者对自身疾病和手术

治疗的认知更深入、全面，了解早癌的转移性、复

发性以及危害性有关；③社会支持水平。社会支持水

平越高，患者的抑郁、焦虑发生率越低，其原因主

要为社会支持作为人体健康的一种保护性因素，能

够使心理和身体疾病的发生减少，有助于身心康复，

并且还可以引导患者发泄心中的伤感和烦恼，使负

面情绪减轻。

本次研究中对照组患者行常规护理，而观察组

在此基础上，再给予术前、术后以及出院前综合护

理干预，使患者的不良情绪减轻，并且术中对患者

的各项生命体征进行实时监测，降低术中发生不良

事件的风险［12］。结果显示，术前两组患者均存在不

同程度的焦虑、抑郁情绪，术后的 SDS 和 SAS 评分

均升高，说明内镜下黏膜剥离术治疗早期上消化道

肿瘤患者时，会加重患者术后的心理抑郁和焦虑［13］。

但是，观察组术后的 SDS 和 SA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P<0.05），提示通过给予早期上消化道肿瘤患者心

理干预，能够减轻患者术后不良情绪。在本次研究

中，观察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2.5％，明显低于

表5　两组满意度对比［n（％）］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n=16） 5（31.25） 6（37.50） 4（25.0） 11（75.0）

观察组（n=16） 10（62.50） 5（31.25） 1（6.25） 15（93.75）

χ2值 6.309

P值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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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的 25.0％，但是两组的手术指标比较无差异

（P>0.05），说明良好的健康教育，能够使患者正确

认识自身病情，提高治疗依从性，从而减少术后不

良反应。同时，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术后的

SCL-90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提示心理干

预可以纠正患者错误认识，改善患者负面情绪［14］。

此外，观察组的满意度为 93.75％，高于对照组的

75.0％，说明围术期心理干预，可以使患者的整体

满意度提高，有助于建立和谐的护患关系［15］。但本

研究样本量小，观察时间也比较短，所以还需要更

多的研究来优化综合护理干预的内容。

综上所述，临床上运用内镜下黏膜剥离术对早

期上消化道肿瘤患者进行治疗时，患者会出现不同

程度的抑郁和焦虑，通过给予患者综合护理干预，

能够减轻不良情绪，减少术后不良反应，提高患者

满意度，有助于促进患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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