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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心理护理和健康指导对晚期胃癌患者的疗效

李红果 、 郝君峰 、 金海花 、 刘　莹

【摘要】目的　探讨强化心理护理和健康指导对晚期胃癌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和生活质量的改善

效果。方法　将 108 例晚期胃癌患者随机分成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54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

理，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强化心理护理和健康指导，两组患者均观察 4 周，分别以焦虑自

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价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焦虑、抑郁评分，分别采用癌症患者生

命质量测定量表（EORTC QLQ-C30）癌症患者生活质量核心量表评价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生活质量。

结果　两组患者在护理前 SAS，SDS 和 EORTC QLQ-C30 评分，组价无明显差异（P> 0.05）。护理 4

周后，两组患者的 SAS，SDS 评分均降低，EORTC QLQ-C30 评分均升高（P< 0.05），且观察组 SAS、

SD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EORTC QLQ-C30 各维度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对晚期胃癌患者进行强化心理护理和健康指导，有助于更好地缓解焦虑、抑郁情绪，从而提

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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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intensive psychological nursing and health guidance o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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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intensive psychological nursing and health guidance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as well as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Methods　108 cases of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54 cases of 

patients for each.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car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dministrated intensive 

psychological nursing and health guidance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were observed for 4 weeks.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and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were respectively used to evaluat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level of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EORTC QLQ-C30 form was adopted to evaluate the life 

quality of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SAS，SDS and 

EORTC QLQ-C30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P>0.05）. After 4 weeks of intervention，the scores 

of SAS and SD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both lower than that before intervention，and the scores of EORTC QLQ-C30 in the 

two groups were both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intervention，all the differences above were significant（P<0.05）. Mean-

while，the SAS and SDS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 less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Scores of each dimension of EORTC QLQ-C30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Intensive psychological nursing and health guidance for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were better to improve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emotions，so as to enhance lif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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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是常见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

及死亡率在世界上居各种恶性肿瘤前列［1］。多数患

者确诊时已为晚期，多伴有明显临床症状，患者因

恐惧死亡常处于焦虑、抑郁等情绪状态，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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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生命质量，导致死亡率增加［2］。目前，临床

上越来越重视晚期癌症患者的心理护理和健康指导，

以改善患者不良情绪并提高对疾病的认知。本研究

对 54 例晚期胃癌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增加强化心

理护理和健康指导，护理效果良好。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研究取得我院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收集

患者共计 108 例，均为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

期间在我院住院治疗的晚期胃癌患者，均经病理组

织或细胞学确诊为胃癌，均符合下列标准：①无放

疗或手术适应征；②评估生存期不少于 8 周③所有患

者均自愿参加本研究，并签订《知情同意书》。随机

将 108 例患者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54 例，观

察组男 31 例，女 23 例，年龄 38～70 岁，中位年龄

59.85 岁；对照组男 29 例，女 25 例，年龄 35～69 岁，

中位年龄 58.36 岁。排除标准：①既往有精神病史；

②认知功能障碍；③评估生存期不足 8 周；④伴神经

系统转移；⑤伴其他严重躯体性疾病。两组性别、年

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对症处理、营养支持及控制癌

痛等治疗措施。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包括入院宣

教、心理护理、饮食护理、疾病健康指导、生活护理、

出院指导等，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强化心理护

理和健康指导，具体如下。

1.2.1　强化心理护理　建立良好护患关系：护

理人员在患者入院当天应与患者建立良好护患关系，

与其沟通时态度亲切，尽可能为患者提供方便，加

强人文关怀，有助于患者对护理人员产生信任感。

了解患者内心体验：患者多数通过手术或化疗已

获知自己病情，常伴有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护

理人员应耐心倾听患者倾诉，引导患者说出真实感

受，了解其内心体验，并做出认同反应，使患者认

为护理人员和自己站在同一阵线上，为进行心理疏

导奠定基础。

个性化心理疏导：通过沟通评估患者个人信息，

确定其存在的心理问题，结合开导、暗示及行为矫

正等方法对患者进行个性化心理疏导。对患者主诉

护理人员应第一时间表达关心，使患者有安全感。

对部分患者可适度隐瞒真实病情［3］，并阐明积极治

疗可有效改善生活质量，助其积极配合治疗。

重视照顾者心理疏导：晚期胃症患者主要照顾

者因影响工作及经济等原因存在严重焦虑、抑郁症

状，其微妙情绪变化可直接影响患者情绪［4］。故护

理人员应关注照顾者的心理状态、健康状况并提供

心理咨询等支持，助其缓解不良情绪，降低对患者

的不良影响。

1.2.2　强化健康教育　了解疾病认知程度：护理

人员通过与患者深入接触与沟通，判断其对病情及疾

病相关治疗和康复知识的了解程度，要有策略地向患

者逐渐渗透病情，使其能够客观、正确地认识疾病。

多样化健康教育：针对患者认知程度，结合其

年龄、职业、教育背景等个体特征，开展多样化健

康教育，通过集中讲座、一对一讲解等形式向患者

提供疾病治疗及康复信息，如治疗方案的选择、癌

痛的非药物治疗等，满足患者对疾病信息的需要。

认知行为指导：通过提供多元化的健康教育信

息，指导患者认知行为，如规律作息、合理饮食等，

同时纠正患者不正确认知行为。如胃癌晚期患者常

见的疲乏症状，患者多采取休息方式来缓解，实际

上癌因性疲乏通过有氧运动、限制卧床时间等行为

指导，反而能够缓解症状［5］。

强化好的健康行为：注意收集并及时传递对患者

康复有利的良性信息，对患者的微小进步给予肯定，

引导患者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健康自我管理能力。

1.3　观察指标

1.3.1　焦虑、抑郁情绪评估指标　护理前及护

理后 4 周对两组患者分别应用焦虑自评量表（SAS）、

抑郁自评量表（SDS）［6］评价焦虑、抑郁程度，得分

越低，说明焦虑、抑郁程度越轻。

1.3.2　生活质量　采用癌症患者生命质量测定

量表（EORTC QLQ-C30）［7］分别评价两组患者护理前

后生活质量，包括躯体、情绪、角色、认知及社会

功能 5 大功能，分数越高，表明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18.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数资

料以（n，％）表示，比较使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

（x±s）的形式表示，采用 t 检验。以 P<0.05 表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前后焦虑、抑郁情绪评估

护理前两组 SAS、SDS 评分比较均无统计学差

异（P>0.05），护理后两组 SAS、SDS 评分均较护理

前明显减少（P<0.05），且观察组 SAS、SDS 评分显

著低于对照组（P<0.01）。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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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晚期胃癌患者因对疾病相关知识了解少，对疾

病所致的疼痛、恶心、疲乏等症状缺乏适应及应对

能力，加上对死亡的恐惧，易产生焦虑、抑郁等消

极情绪。马丽梅等［8］对 143 例胃癌患者调查显示，

焦虑、抑郁在晚期胃癌患者的发生率高达 80％。引

起焦虑、抑郁的原因包括对癌症恐惧、经济压力、

亲属不良情绪影响等，而消极心理状态又易导致癌

症患者免疫功能下降并影响生理功能，导致患者认

知能力及应对方式产生严重心理应激反应，加剧病

情的进展恶化，故心理状态变化同患者病情进展密

切相关，严重影响患者对疾病的生活态度、适应能

力及生活质量［9］。

医 学 发 展 强 调 从“ 治 愈 ”向“ 关 怀 照 顾 ”转

化［10］。强化心理护理是通过神经 - 内分泌 - 免疫

系统作用到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素轴，通过改

善患者不良情绪增强机体免疫功能，让患者以积

极心态接受治疗［11］，最大限度改善晚期生活质量。

本研究观察组通过强化心理护理和健康教育，焦

虑、抑郁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生活质量显著高

于对照组，表明强化心理护理能够增强晚期胃癌

患者对疾病的心理应对能力，改善心理状态，降

低对机体病理生理功能的影响；强化健康教育使患

者对治疗方案等信息有了进一步了解，对疾病认

知能力、适应及应对能力进一步增强，从而能够

积极应对疾病，主动获取家庭和社会支持［12］，有

利于症状改善、情绪稳定及躯体功能恢复，有效

改善生活质量。可见，对晚期胃癌患者进行强化

心理护理和健康指导，有助于缓解焦虑、抑郁情

绪，从而提高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合并强化心理

护理和健康指导，对晚期胃癌患者可以起到更好地

缓解因自身躯体疾病导致的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

更好地改善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积极地临床

效果，值得推广应用。

表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SAS，SD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SAS SDS

护理前 护理后 t P 护理前 护理后 t P

观察组 54 57.73±8.56 46.57±9.53 6.401 <0.01 52.73±9.86 43.59±8.73 5.100 <0.01

对照组 54 56.95±7.97 51.83±9.25 3.081 <0.01 51.92±8.87 48.56±8.21 2.042 <0.05

t 0.490 2.910 0.448 3.047

P >0.05 <0.01 >0.05 <0.01

2.2　护理前后生活质量评估

护理前两组患者 EORTC QLQ-C30 评分均无统

计学差异（P>0.05），护理后两组患者情绪功能、认

知功能、角色功能等各维度评分较护理前均升高

（P<0.05）且观察组 EORTC QLQ-C30 各维度评分均

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生活质量评分比较（x±s，分）

时间 组别 躯体功能 情绪功能 认知功能 角色功能 社会功能

护理前 观察组（54） 57.45±3.38 57.82±3.85 54.19±6.27 58.47±3.92 56.64±5.03

对照组（54） 58.07±5.52 58.37±6.45 54.74±3.45 57.78±6.42 55.98±3.75

t 0.703 0.538 0.564 0.302 0.773

P >0.05 >0.05 >0.05 >0.05 >0.05

护理后 观察组（54） 66.37±3.73 67.63±6.42 64.45±4.56 66.39±5.03 65.73±4.86

对照组（54） 61.12±3.59 60.58±4.74 58.36±5.28 62.12±3.95 60.46±6.91

t 3.193 7.412 7.467 4.906 3.714

P <0.05 <0.05 <0.05 <0.05 <0.05

t 1、P 1 0.116，<0.05 5.703，<0.05 4.037，<0.05 2.212，<0.05 0.094，<0.05

t 2、P 2 3.292，<0.05 2.561，<0.05 3.938，<0.05 2.593，<0.05 3.290，<0.01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6 年第 43 卷第 6 期- 1136 -

◎

护
理
探
讨◎

 N
ursing discussion

参考文献

1. 张婷，李金瑞。胃癌患者疾病不确定感与应对方式的相

关性。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3；19（22）：2618-2621.

2. 吴秀萍，黄兴。度洛西汀治疗恶性肿瘤患者伴发抑郁障

碍分析。国际精神病学杂志，2013；40（4）：209-211.

3. 陆月香，孙翠平，马晓燕，等。心理护理干预对晚期癌

症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泰山医学院学报，2015；36（11）：

1301-1303.

4. 李秋萍。癌症患者家庭照顾者的研究现状。中华护理杂

志，2012；47（12）：1132-1134.

5. 任晖，李明子，丁玥，等。出院后健康指导对胃癌手

术患者早期康复的影响。中华护理杂志，2010；45（9）：

773-776.

6. 张明园，主编。精神科量表评定手册。第 2 版．长沙：湖

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34-38.

7. 孟琼，万崇华，罗家洪。癌症患者生活质量测定量表

EORTQLQC30 的应用概况。国外医学 · 社会医学分册，

2004；21（4）：147-150. 

8. 马丽梅，李玉霞。胃癌患者焦虑抑郁情绪调查与心理干

预效果观察。西部医学，2013；25（6）：867-868，870.

9. 韦荣泉，陈丽君，赵玉玲。宫颈癌患者疾病不确定感与

应对方式的相关性研究。中华护理杂志，2014；20（1）：

42-44.

10. 赵翠松，腾海英，马美刚，等。“以家庭为中心”的护

理干预对癫痫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广西医科大学学报，

2015；32（3）：524-525.

11. 陈慧芳，丁卫亚，郑倩倩。心理干预对于晚期癌症患者

生存质量、焦虑抑郁和社会支持的影响。实用预防医学，

2014：21（4）；447-449.

12. 华青云，陈力。健康教育对胃癌术后住院患者疾病不

确定感、应对方式及生活质量的影响。中国现代医生，

2014：52（33）；103-106．

 　　　　　　　　　　（收稿日期：2016 年 4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