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医学 2018 年 4 月第 33 卷第 4 期

• 431 •

·论

著·

胰腺癌全胰切除术后焦虑危险因素分析
胥巧玉1，张浩2，龚姝2，李可洲2，刘续宝2
1.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门诊部（成都 610041）
2.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胰腺外科（成都 610041）

【摘要】 目的

探讨胰腺癌全胰切除患者术后焦虑的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11 年 7 月—2016 年

12 月 31 例行全胰切除术的胰腺癌患者资料，患者术后焦虑情况通过焦虑自评量表评估，采用 SPSS 21.0 软件进行
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纳入的 31 例患者中，男 17 例，女 14 例，平均年龄（66.16±9.09）

2

岁，体质量指数（21.11±3.10）kg/m ，术后平均住院时间（14.58±7.47）d，术后出现焦虑表现 23 例（74.2%），术后血
糖增高需胰岛素治疗 30 例（96.8%），围手术期总体病死率为 3.2%。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P=0.012）、吸烟史
（P=0.043）、术前合并糖尿病（P=0.012）、术后胆漏（P=0.043）、术后腹腔感染（P=0.026）是术后焦虑的相关因素，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术前无糖尿病（P=0.013）是术后焦虑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对胰腺癌全胰切除

患者，需重视患者术后心理状态，尤其是术前无糖尿病的患者，应积极评估及干预术后焦虑，通过健康宣教及心
理干预，提高全胰切除患者的生活质量及远期生存率。
【关键词】 全胰切除术；胰腺癌；围手术期；焦虑；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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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isk factors of postoperative anxiety in patients undergoing total

pancreatectomy for pancreatic cancer. Methods

A total of 31 patients who underwent total pancreatectomy for

pancreatic cancer between July 2011 and December 2016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in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The
patients’ postoperative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cores were collected, and the exposure factors were analyzed to identify
the risk factors of postoperative anxiety through univariate analysis and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by SPSS 21.0
statistical software. Results

In the 31 patients, there were 17 males and 14 females, with an average age of (66.16±9.09)

years, an average body mass index of (21.11±3.10) kg/m2, and an average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 of (14.58±7.47) days.
There were 23 patients (74.2%) with postoperative anxiety, and 30 patients (96.8%) with hyperglycosemia required insulin
therapy. The mortality was 3.2%. In the univariate analysis, age (P=0.012), smoking history (P=0.043), preoperative
diabetes mellitus (P=0.012), postoperative bile leakage (P=0.043), and abdominal infection (P=0.026) were related factors
of the postoperative anxiety. In the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patients without preoperative diabetes was a risk
factor of postoperative anxiety (P=0.013). Conclusions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total pancreatectomy, it is needed to

pay attention to postoperative blood glucose management, assess the psychological condition of patients, especially
postoperative anxiety. To improve the life quality and long-term survival of these patients, health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are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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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存活率几乎无任何改善。目前胰腺癌治疗主要
依赖于手术，但手术切除率仅为 15%～20%，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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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患者 5 年生存率不足 10% 。有学者提出胰腺癌
[3]

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采用例数和百分

多中心发生理论和癌细胞胰管漂浮学说 ，为更彻
底清扫淋巴结及后腹膜神经丛，全胰切除术成为胰

比表示。对可能与术后焦虑相关的暴露因素进行
影响因素分析，其中单因素分析采用 Fisher 确切概

腺癌治疗的重要手术方式，尽管目前实施胰腺癌全
胰切除的报道并不多见，但全胰切除术日益成为胰

率法，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
分析法，计算比值比（odds ratio，OR）及其 95% 置

[4-5]

腺癌外科治疗的热点 。由于全胰切除术无需行
胰空肠吻合术，无术后胰瘘风险，围手术期发生严
[6]

重并发症及死亡风险明显降低 。但全胰切除带来
了胰腺内外分泌功能丧失，患者需终身使用胰岛素
[7]

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变量赋值情况：
年龄≤65 岁为 0，>65 岁为 1；性别女为 0，男为 1；
BMI 过低为 0，正常为 1，超重为 2；其余变量中无
为 0，有为 1，或否为 0，是为 1。以单因素分析中

和胰酶制剂替代治疗 ，患者对器官功能的丧失常
常会产生焦虑，严重影响患者的术后生活质量。为

P<0.10 的因素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采用
逐步向前法，entry=0.05，removal=0.10，检验水准

使患者适应全胰切除带来的心理应激及生活习惯
改变，需要强调患者的围手术期治疗及护理，从而

α=0.05。

提高全胰切除患者的生活质量及远期生存率。本
研究就我院 2011 年 7 月—2016 年 12 月收治 31 例胰
腺癌行全胰切除患者进行总结分析，着重分析全胰
切除术后焦虑的危险因素，便于对高危人群进行早
期干预。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我院 2011 年 7 月—2016 年 12 月因各种原因行
全胰腺切除术的患者共 59 例。纳入标准：① 因胰
腺癌接受全胰腺切除术；② 病历资料完整。排除
标准：① 联合其他脏器切除（如结肠、肝脏等）；
② 结合腹腔放射、化学治疗；③ 术前合并焦虑等
心理健康问题。本研究共纳入 31 例行全胰腺切除
术的胰腺癌患者。
1.2 资料收集
收集整理患者的病历资料，包括病历记录、实
验室检查结果、影像学特征、手术记录、护理记录
等。结合临床经验和文献报道，收集并回顾性分析
患者如下信息：① 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身
高、体质量、病程、主诉、饮酒史、吸烟史、既往病
史及术前合并症；② 围手术期实验室检查结果，
包括总胆红素、血淀粉酶、血糖、白蛋白、血红蛋
白；③ 手术情况，包括手术方式、是否联合门静脉
切除、淋巴结清扫范围；④ 术后病理检查结果，包
括病变部位、肿瘤性质等；⑤ 术后并发症情况，如
胆漏、出血、腹腔感染等；⑥ 术后焦虑情况，来自
护理记录资料中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对患者进行的评估结果，其中
SAS 评分≥50 分说明存在术后焦虑。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1.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2 结果
2.1 一般特征
共纳入 31 例行全胰切除术的胰腺癌患者，其
中男 17 例（54.8%），女 14 例（45.2%）；年龄
2
（66.16±9.09）岁；BMI（21.11±3.10）kg/m ，其中过
低者 7 例（22.6%），正常者 21 例（67.7%），超重者
3 例（9.7%）；有吸烟史者 13 例（41.9%），有饮酒史
10 例（32.3%）。
2.2 术前合并症情况
术前合并糖尿病 11 例（35.5%），合并脂肪泻
6 例（19.4%）。所有患者均合并梗阻性黄疸，其中
重度黄疸（总胆红素≥171 μmol/L）26 例（83.9%）。
术前检查提示贫血 13 例（41.9%），血淀粉酶增高
11 例（35.5%），低蛋白血症 12 例（38.7%）。
2.3 手术情况
门静脉切除重建患者 22 例（71.0%），其余 9 例
患者未行门静脉切除重建。所有患者均行淋巴结
及后腹膜神经丛清扫。
2.4 术后情况
患者术后平均住院时间为（14.58±7.47）d，23
例（74.2%）术后出现焦虑表现。30 例（96.8%）术后
血糖增高并需胰岛素治疗患者，1 例患者术后血糖
正常。术后出现腹泻（>3 d）4 例（12.9%），胃排空
延迟 8 例（25.8%），胆漏 4 例（12.9%），消化道出血
1 例（3.2%），乳糜漏 3 例（9.7%），腹腔感染 6 例
（ 19.4%） ， 切 口 感 染 2 例 （ 6.5%） ， 肺 栓 塞 2 例
（6.5%）。1 例患者因肺栓塞死亡，围手术期总体病
死率为 3.2%。
2.5 术后焦虑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显示，术后无焦虑的患者与术后有
焦虑的患者在年龄（P=0.012）、吸烟史（P=0.043）、
术前合并糖尿病（P=0.012）、术后胆漏（P=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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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腹腔感染（P=0.026）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 1。

原因 。对于这些临界可切除的胰腺癌而言，采用
常规的手术方式难以获得 R 0 切除。因此，胰腺癌

将单因素分析中 P<0.10 的因素（包括年龄、吸
烟史、术前合并糖尿病、术后胆漏、术后腹腔感染

全胰切除术成为治疗临界可切除胰腺癌的热点 。
[10]
1943 年，美国学者 Rockey 进行了真正意义上

共 5 个自变量）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术前合并糖尿病具有统计学意义［OR=0.093，

的首例全胰切除术治疗胰腺癌患者。我院近年来
也对部分胰腺癌患者实施全胰切除。通过本研究

95%CI（0.014，0.608），P=0.013］，即术前不合并糖
尿病是术后焦虑的独立危险因素（表 2）。该多因

我们发现，对于行全胰切除的胰腺癌患者，其术前
一般情况常常较差，如术前合并严重的梗阻性黄

2

[4-5, 8]

素 logistic 回 归 模 型 Nagelkerke R =0.306， 且
2
Hosmer and Lemeshow 检验提示 χ <0.001，P=1.000，

疸、胰腺炎等，但由于无胰瘘风险，患者围手术期
的安全性较胰腺部分切除，尤其是胰十二指肠切除

拟合效果较好。

术有明显提高
。
全胰切除患者术后主要问题为术后胰腺内外

[6, 11-12]

3 讨论
胰腺癌是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中恶性程度极高
的肿瘤之一，发病率逐年上升，5 年存活率及手术
[1-2]

切除率低 。局部血管侵犯及后腹膜侵犯而导致
胰头癌未获根治性切除是胰腺癌切除率低的主要
表 1 术后焦虑的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结果（例）
暴露因素

术后无焦虑
（n=8）

术后合并焦虑
（n=23）

P值

年龄（≤65 岁/>65 岁）

0/8

12/11

0.012

性别（女/男）

2/6

12/11

0.240

BMI（过低/正常/超重）

0/8/0

7/13/3

0.103

吸烟史（无/有）

2/6

16/7

0.043

饮酒史（无/有）

4/4

17/6

0.381

腹部手术史（无/有）

8/0

21/2

1.000

糖尿病（否/是）

2/6

18/5

0.012

高血压（否/是）

6/2

18/5

1.000

血淀粉酶升高（否/是）

5/3

15/8

1.000

长期腹泻（否/是）

6/2

19/4

0.634

贫血（否/是）

5/3

13/10

1.000

低蛋白血症（否/是）

6/2

13/10

0.433

重度黄疸（否/是）

2/6

3/20

0.583

0/23

0.258

术前合并症

术后并发症
高血糖（否/是）

1/7

腹泻（否/是）

7/1

20/3

1.000

胆漏（否/是）

5/3

22/1

0.043

乳糜漏（否/是）

6/2

22/1

0.156

出血（否/是）

7/1

23/0

0.258

胃排空延迟（否/是）

4/4

19/4

0.154

腹腔感染（否/是）

4/4

21/2

0.026

切口感染（否/是）

7/1

22/1

0.456

肺栓塞（否/是）

8/0

21/2

1.000

术后死亡（否/是）

8/0

22/1

1.000

分泌功能缺失，出现高血糖症及胰腺酶缺乏，存在
[7]
需依赖胰岛素及消化酶补充治疗等问题 。术后血
糖增高虽然普遍存在，但本研究发现并非每例全胰
切除患者都会出现，本组 1 例患者术后血糖正常，
这可能与异位胰腺或其他因素有关，有待进一步研
究。此外，患者术后也易出现胃排空延迟
（25.8%）、腹泻（12.9%）、胆漏（12.9%）、腹腔感染
（19.4%）等问题，护理工作中还需重视乳糜漏
（9.7%）、消化道出血（3.2%）、切口感染（6.5%）、肺
栓塞（6.5%）等并发症的风险。通过我们的研究还
发现，患者术后出现焦虑表现也较为常见
（74.2%），术前无糖尿病是术后焦虑的独立危险因
素（P=0.013），这可能与患者面对术后继发性的糖
尿病心理接受程度较术前合并糖尿病患者更为困
难有关，对于该类患者，更因重视围手术期的心理
辅导和健康宣教。
因此，对于全胰切除患者，需重视术后糖尿
病、胃排空延迟等常见问题的观察及护理，还需积
极观察评估患者术后心理状态，尤其对术前无糖尿
病患者，应积极通过心理护理干预患者术后焦虑
表现。
术后血糖管理：全胰切除患者术后的血糖升
高，与传统的 1 型及 2 型糖尿病不同，有其特殊
性。伴随全胰腺的切除，胰高血糖素等也随之缺
乏，全胰切除术后患者胰岛素的每日需要量更低。
健康人群每日胰岛素基础分泌量为 17～22 U，据临
床观察，全胰切除患者术后控制血糖每日所需胰岛
[13]
素总量为 22～28 U 。患者术后在禁食阶段我们主

表 2 术后焦虑的危险因素多因素分析结果
暴露因素

偏回归系数

偏回归系数标准误

Wald χ2 值

P值

OR 值

OR 值的 95%CI

术前合并糖尿病（否/是）

–2.380

0.960

6.140

0.013

0.093

（0.014，0.608）

2.197

0.745

8.690

0.003

9.000

—

常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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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采用生理盐水 50 mL+短效胰岛素 50 U 进行微泵
[14]

健康宣教及心理干预，提高全胰切除患者的生活质
[9]

推注 ，严密监测血糖（一般每 2 小时测 1 次血
糖），根据血糖情况调整泵速。由于携带微泵影响

量及远期生存 。

患者下床活动，术后患者下床活动需求增多后，我
们通常采用长效胰岛素结合比例糖水控制血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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