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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胶质瘤患者手术前后情绪变化及影响因素

孟　磊 、 朱莉雅 、 赵蓉蓉

【摘要】目的　分析脑胶质瘤患者手术前后的情绪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于 201� 年 12

月～201� 年 12 月本院神经外科接收的 100 例脑胶质瘤手术患者，作为此次研究之中的观察主体。

采用汉密尔顿焦虑评定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评定量表（HAMD）评估患者术前 1d、术后 �d

的情绪变化。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分析脑胶质瘤患者 HAMD 评分的影响因素。结果　术

后 �d 脑胶质瘤患者 HAMD 评分明显低于术前，术后抑郁发生率明显低于术前（P< 0.0�）；术后 �d 的

HAMA 评分以及焦虑发生率与术前无明显差异（P> 0.0�）；额颞叶肿瘤、高分级病理、右侧肿瘤、手

术时间 <2h、手术疗效好的患者术后 HAMD 评分较术前更低（P< 0.0�）。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

现：影响患者术前 HAMD 评分的关键因素为家庭经济收入，家庭经济收入越高，患者术前 HAMD 评

分越低，二者表现为负相关。结论　神经外科手术前后的脑胶质瘤患者大都有一定程度的负性情绪，

抑郁严重程度可能与肿瘤生长位置，病理分型等有关，家庭经济收入显著影响脑胶质瘤患者术前

HAMD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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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s of mood in patients with glioma before and after operation and their influence factors 
　　MENG Lei，ZHU Liya，ZHAO Rongro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
nology，Luoyang 47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changes of and its influence of mood in patients with glioma 

before and after operation. Methods　From December 2017 to December 2019，100 patients with gliomas underwent 

neurosurgery in our hospital，as the observation subjects in this study. Hamilton Anxiety Rating Scale（HAMA）and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HAMD）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mood of patients one day before and seven days 

after operation. By means of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AMD score in patients with 

glioma were studied. Results　On the 7th day after operation，the HAMD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before 

operation（P<  0.05），and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de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before operation

（P<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HAMA score and anxiety rate before and after operation（P>  0.05）. 

After operation，the HAMD scores of patients with frontotemporal lobe tumors，high-grade pathological patients and 

right tumors after operation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operation（P<  0.05）. Through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the key factor affecting the preoperative HAMD score of patients is the family income，the higher the family 

economic income，the lower the preoperative HAMD score of patients. Conclusion　Most of the patients with glioma 

before and after neurosurgery have mood problem in different degrees. The severity of depression may be related to the 

tumor growth location. Family income have a seriously affect to the preoperative HAMD score of patients with glioma.

【Key words】Glioma；Neurosurgery；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Mood；Influence factors

脑胶质瘤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疾病，

以手术治疗为主，放化疗为辅。但多数患者会在手

术前后出现不同程度的负性情绪，影响着手术的效

果和预后。负性情绪是指患者的心境、情感出现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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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而显著的发生，表现为抑郁、焦虑等。但是目前

临床对其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因素尚未完全明确。所

以，本文特此以 100 例脑胶质瘤手术患者为例，特

此在患者手术前后进行了 HAMD、HAMA 评估，并

探讨其影响因素。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课题之中的观察主体为 100 例脑胶

质瘤手术患者，接收的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2019
年 12 月，其中包括 59 例男性和 41 例女性，年龄

19～75 岁，均龄（45.8±15.5）岁。教育水平：63 例

初中及以下，22 例高中，15 例本科及以上。婚姻状

况：11 例未婚，89 例已婚。家庭经济收入情况：52
例月收入 1～2 千元，21 例月收入 3～4 千元，27 例

月收入 5 千及以上。根据 WHO 提出的脑胶质瘤病理

分级标准，其中 3 例Ⅰ级、26 例Ⅱ级、38 例Ⅲ级、

33 例Ⅳ级。

1.2　入组与排除标准

入组标准：接受神经外科全切除术，并以患者

术后头颅 MRI 增强为依据，术后通过病理组织学检

查，确定为脑胶质瘤；知情同意且自愿参与，已经签

署过同意书；术前精神症状检查依从性良好；能够正

常交流、沟通；围术期患者影像学资料以及基础资料

齐全。

排除标准：认知功能严重障碍、神经功能严重

障碍；既往存在精神疾病史；有家族精神疾病遗传史；

因为其他缘由使得患者无法进行相关评估以及检查

的患者。

1.�　手术前后患者头颅 MRI 资料

脑胶质瘤手术患者 100 例中，有 65 例患者的肿

瘤处于额颞叶部位，比如颞叶、额叶、基地核区、

边缘叶，另外 35 例患者的肿瘤处于其他部位；左

侧肿瘤 46 例，右侧肿瘤 54 例。58 例患者手术时间

<2h、42 例患者手术时间 >2h。

1.4　手术疗效评价

肿瘤消失或瘤体减小 50％以上视为良好；肿瘤

无变化或减小幅度 <50％，则视为欠佳

1.�　负性情绪评估

采用汉密尔顿焦虑评定量表（HAMA）、汉密尔

顿抑郁评定量表（HAMD）评估患者术前 1d、术后

7d 的负性情绪。由临床经验丰富且接受过专业培训

的精神科医师合理评估患者，实施前，向患者进行

通俗易懂的讲解，征得患者同意之后实施。HAMA

焦虑评估程度分为无焦虑（低于 6 分）、有可能焦虑

（7～13 分）、肯定焦虑（14～20 分）、肯定有明显的

焦虑（21～28 分）、严重焦虑（28 分以上）；HAMD

抑郁评估程度分为无抑郁（7 分以下）、轻微抑郁

（8～17 分）、中度抑郁（18～24 分）、重度抑郁（24
分以上）。

1.�　统计学分析

汇总并分析观察主体的研究数据，并利用 SPSS 

22.0 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百分比资料以［例

（％）］描述，行卡方检验；计量资料服从正态分布则

以（均数 ± 标准差）描述，行 t 检验。通过多元线性

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当 P 值低于 0.05
时，说明存在较高的检验价值。

2　结果

2.1　脑胶质瘤手术患者 HAMA 评估结果分析

手术前 HAMA 评分（12 .9±4 .5）与手术后

HAMA 评分（10.3±2.7）对比无差异（t =0.679，

P>0.05）。手术前后焦虑发生率无差异（P>0.05），

详情见表 1。
表1　脑胶质瘤患者手术前后焦虑发生率对比

时间 病例 无焦虑
有可能

焦虑
肯定
焦虑

肯定明显
的焦虑

严重
焦虑

焦虑发生率

术前 100 50 14 12 13 11 50（50.00％）

术后 100 60 11 10 10 9 40（40.00％）

χ2 0.226

P >0.05

2.2　脑胶质瘤手术患者 HAMD 评估结果分析

手 术 前 H A M D 评 分 （ 1 3 . 6± 3 . 7） 与 手 术

后 HAMD 评分（9 .5±1 .4）有差异（ t =12 .139，

P<0.05）。手术前后抑郁发生率差异显著（P<0.05），

详情见表 2。
表2　脑胶质瘤患者手术前后抑郁发生率对比

时间 病例 无抑郁 轻微抑郁 中度抑郁 重度抑郁 抑郁发生率

术前 100 56 10 21 13 44

术后 100 84 5 8 3 16

χ2 17.259

P <0.05

2.�　不同组别患者手术实施前后 HAMD 评估结

果分析

根据患者肿瘤所处部位的不同、病理级别的不

同、肿瘤侧别、手术时间以及手术疗效的不同，将

100 例患者进行分组对照，详情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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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术前 HAMD 评分影响因素分析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影响患者术前 HAMD

评分的关键因素为家庭经济收入，详请见表 4。
表3　不同组别患者手术实施前后HAMD评分

组别 病例数 手术实施前 手术实施后 t P

肿瘤部位

　　额颞叶 65 7.7±1.6 4.6±1.1 4.102 <0.05

　　非额颞叶 35 5.9±1.5 3.2±1.4 0.158 >0.05

病理分级

　　高分级 71 8.1±6.5 4.5±1.3 2.198 <0.05

　　低分级 29 5.9±5.3 3.5±1.2 0.225 >0.05

肿瘤侧别

　　左侧 46 6.2±1.7 4.6±1.4 0.314 >0.05

　　右侧 54 8.2±1.8 3.8±1.7 7.303 <0.05

手术时间

　　<2h 58 7.3±1.1 4.4±1.9 12.348 <0.05

　　>2h 42 5.8±1.2 5.3±1.4 0.515 >0.05

手术疗效

　　良好 88 7.2±0.4 3.3±0.8 11.047 <0.05

　　欠佳 12 6.3±0.3 6.5±0.7 0.061 >0.05

表4　术前HAMD评分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β B t P
年龄 0.089 0.119 0.578 >0.05
性别 -0.110 -0.135 -0.650 >0.05

教育水平 0.145 0.159 0.780 >0.05
婚姻情况 0.310 0.378 0.591 >0.05

家庭经济收入 -0.579 -0.002 -3.416 <0.05
肿瘤部位 -0.061 -0.070 -0.345 >0.05
病理分级 0.175 0.212 0.414 >0.05
肿瘤侧别 0.155 0.185 0.910 >0.05
手术时间 0.168 0.305 0.556 >0.05
手术疗效 0.143 0.287 0.834 >0.05
3　讨论

脑胶质瘤患者极易发生情绪问题，具体表现为

抑郁、焦虑，甚至还会导致患者产生自杀倾向，进

而影响到患者身心健康，加重其家庭负担。脑胶质

瘤手术患者中 90％的患者术后主诉有情绪问题，评

估发现 15％脑胶质瘤患者具有抑郁症状。目前尚未

完全明确脑胶质瘤患者心境障碍的发生机制，可能

与患者教育水平、年龄、性别、婚姻情况、家庭经

济收入等社会人口学特征有关，也有可能与肿瘤病

理级别、肿瘤所处位置、肿瘤大小、免疫机制失衡、

手术侵入性操作损伤神经环路、影响脑内神经系统

的化学物质、血糖水平过高、炎性因子高表达等因

素相关。

本 研 究 发 现 ：术 后 H A M D 评 分 低 于 术 前

（P<0.05）。术前发生抑郁的几率较高，有可能与颅

内压过高。白质纤维束损害、肿瘤侵袭性生长有关，

而术后发生抑郁的几率降低，可能是由于手术治疗

降低改变了上述因素。边缘系统、额叶皮质对情绪

调节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也发现：肿瘤处于额颞

叶区域的患者，手术前后 HAMD 评分存在显著的差

异（P<0.05）。提示脑胶质瘤患者的肿瘤所处位置可

能与抑郁的发生紧密相关。另外，肿瘤位于右侧的

患者，其术后 HAMD 评分低于术前（P<0.05），而肿

瘤位于左侧的患者，其手术前后 HAMD 评分无差异

（P>0.05）。可能与患者右利手、左侧优势脑半球相

关。提示左侧肿瘤患者发生抑郁的风险更高。但尚

未完全明左右两侧哪些脑功能区与患者抑郁发生有

关，未来可通过 DTI、fMRI 等技术予以进一步验证。

本研究还发现：影响患者术前 HAMD 评分的因

素为家庭经济收入，家庭经济收入越高，患者术前

HAMD 评分越低，二者表现为负相关。提示我们临

床工作中可通过患者家庭经济收入对患者术前抑郁

情况进行预测。若患者家庭经济收入偏低，手术前

应该更加重视对患者的情绪状况进行合理评估，并

根据评估结果，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或其

他治疗。并警惕患者有无自杀倾向等行为风险。与

此同时，还要与患者家属紧密沟通，做好健康宣教、

心理疏导等工作，进而改善患者及其家属身心健康

水平。

本次研究存在一些不足，比如术后随访时间不

长、DTI 以及 fMRI 资料不全、样本量偏少等，这就

需要临床进一步扩大样本量，来深入探讨脑胶质瘤

患者心境障碍特征与白质纤维束损伤、神经环路的

关系。综上，本研究表明：神经外科手术前后的脑胶

质瘤患者大都有一定程度的负性情绪，抑郁严重程

度可能与肿瘤生长位置，病理分型等有关，家庭经

济收入显著影响脑胶质瘤患者术前 HAMD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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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患儿及其家属进行疾病和治疗相关知识的普及，

使他们了解到疾病的危害及治疗方法，能够提升患

儿治疗依从性，加强患儿家属对于患儿的监督。通

过为患儿制定运动方案及饮食计划等行为干预，促

进患儿减重，有效改善患者儿的通气情况，提高患

儿的睡眠效率，有效改善患儿的认知功能害［10］，认

知行为干预联合药物共同治疗，可以进一步提升治

疗效果。

综上所述，行为认知模式通过减轻体重，提升

患儿治疗依从性等增加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的治疗效果，有效改善患儿认知功能、心理行为症

状及睡眠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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