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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干预对子宫癌术后并发抑郁患者的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影响

张　梅 1 、 王咏雪 2 、 李辉鹅 1 、 何晓丽 1 

【摘要】 目的　探讨临床护理干预对于子宫癌术后并发抑郁患者的情绪状态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原则将 �0 例子宫癌术后并发抑郁症患者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40 例。对

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综合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的 Zung 焦虑自评量表

（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及生活质量量表（QLQ-C�0）评分。结果　护理干预 � 个月后，两组

的 SAS、SDS 及 QLQ-C�0 量表评分均显著改善，且观察组显著优于对照组（P< 0.0�）。结论　对子

宫癌术后并发抑郁患者实施综合护理干预能够明显改善其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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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lin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negative emo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uterine cancer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fter surgery　ZHANG Mei，WANG Yongxue，LI Hui’e，et al.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6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negative emo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uterine cancer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fter surgery. Methods　A total of 80 cancer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fter 

surgery were randomly divided 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only routine nursing care，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control group，the scores of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and Quality of 

Life Scale（QLQ-C30）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3 months of nursing intervention，the 

scores of SAS，SDS and QLQ-C 30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

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sig-

nificantly improve the negative emo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uterine cancer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fter surgery.

【Key words】 Uterine cancer；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Anxiety；Depression；Quality of life

子宫癌是一种常见妇科恶性肿瘤，患病率及死

亡率均较高，且近年来呈现发病率逐年升高及患病

年龄年轻化的趋势，严重威胁女性身心健康及生存

质量（QOL）。子宫癌患者可能导致绝经期提前、生

育功能丧失、性功能改变、出现术后并发症等，导

致患者在患病后长期处于心理应激状态［1］。因此子

宫癌手术患者术后极易发生抑郁、焦虑等情绪障

碍［2］。本研究探讨了综合护理干预对子宫癌术后抑

郁患者负性情绪及 QOL 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 2014 年 1 月～2016 年 6 月

期间在我院接受子宫癌根治术患者 80 例作为研究对

象。纳入标准：（1）均确诊为Ⅰ～Ⅱ期子宫癌，均

经术后病理检查证实，此前未接受任何相关治疗；

（2）年龄 18～60 岁，无手术绝对禁忌症；（3）语言

沟通、视听功能及精神状态正常，能够配合临床治

疗、评估及随访；（4）患者本人了解自身病情，同

意参与本研究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5）研究获医

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排除标准：（1）合并认知功能

障碍、智力障碍、视听功能障碍、意识障碍者；（2）
合并严重心肺等严重合并症；（3）既往精神病史或

精神病家族史者。患者按随机数字原则分为观察组

与对照组各 40 例。观察组年龄 30～60（50.1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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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病理分期：16 例Ⅰ期，24 例Ⅱ期；文化程度：3
例小学，9 例初中，18 例高中，10 例大专及以上。

对照组年龄 28～60（48.29±5.14）岁；病理分期：18
例Ⅰ期，22 例Ⅱ期；文化程度：2 例小学，12 例初中，

19 例高中，7 例大专及以上。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本组开展常规护理干预，包括

术前访视、术前准备、健康宣教、术后病情监控及

对症处理等。

1.2.2　观察组：本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取综合

护理干预。①术前访视：术前 1 天进行病房访视，评

估患者的一般情况，并介绍手术室环境、手术相关

知识，完善术前准备。与患者建立互信关系，根据

患者的文化程度、认知能力、心理状态及理解能力

等，以丰富的知识解答患者的疑问，以使其产生信

任感，缓解负性情绪。②环境护理：完善病区管理，

病房内物品排放整齐，严格按标准进行室内清洁及

通风、消毒处理，墙上粘贴子宫癌相关知识宣传海

报，卫生间内设置防滑垫及扶手，适当摆放绿色植

物，为患者建立温馨舒适的住院环境。③心理护理：

由经过心理护理专业培训的护士负责对患者进行一

对一心理辅导，1 次 / 周，主要内容包括子宫癌相关

心理学知识，帮助患者正确认识生活不良事件对于

情绪及疾病的负性影响，指导其掌握克服不良情绪

的方法，并鼓励病友之间相互交流情绪调控办法。

鼓励患者表达内心的感受，耐心倾听并表示充分尊

重与同情，针对性地进行疏导、安慰和鼓励等，引

导其克服焦虑、恐惧、抑郁等负性情绪。邀请成功

案例现身说法以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④健

康教育：住院期间及出院后，每周组织 1 次子宫癌健

康只是讲座，由患者及其家属共同参与，主讲内容包

括子宫癌疾病知识、治疗方法、治疗期间及出院后相

关注意事项、生活指导（饮食、运动、情绪调控）等，

并将健康教育内容编制成册发放给每位患者，以提高

患者及其家属对子宫癌的认知程度。⑤认知干预：帮

助患者建立正确的性观念认知，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配合图片或幻灯片等帮助患者及其家属正确认识女性

机体生理解剖结构，纠正其对错误性观念及行为。⑥

社会支持：加强对患者家属尤其是配偶的工作，鼓励

其充分关心患者并表达对妻子的爱意，予以患者充分

的家庭及社会支持，唤起患者对生活的欲望及对人生

价值的重视，稳定情绪，有利于术后康复。⑦生活护

理：向患者介绍良好饮食习惯的重要性，并为其制定

个性化、均衡化及多样化的饮食方案。⑧疼痛护理：

向患者介绍术后切口疼痛的原因及控制办法，帮助患

者听过转移注意力、局部按摩等缓解疼痛感，如疼痛

剧烈则严格遵医嘱阶段性采用口服疼痛药物控制。⑨

放松训练：指导患者掌握腹式呼吸方法，即在安静平

卧状态下，闭眼静息经鼻呼吸并注意挺腹 3～5s，屏

息 1s 然后缓慢呼气并注意收腹 3～5s，屏息 1s，维持

最小胸廓活动，如此循环训练。指导患者掌握渐进性

肌肉放松（PMR）训练，即知道患者在每日早晨（6：

00～8：00）及晚睡前（21：00～23：00）根据 MP3 或录

音机包房指导语进行全身肌肉逐一收缩 - 放松练习，

15min/ 次。⑩信息交流：为患者简历网络信息交流平

台，如 QQ、微信、公共网页等，定期更新子宫癌相

关知识，并提供患者间经验交流、咨询服务及子宫癌

临床诊疗最新进展等，便于医护人员随时了解患者的

病情康复及心理状态，个性化予以指导和帮助。

1.�　观察指标

入院后及连续护理 3 个月后进行负性情绪及生

活质量评价。（1）负性情绪：采用 Zung 焦虑自评量

表（SAS）评价焦虑状态 ［3］。（2）生活质量：采用癌症

患者生命质量测定量表 EORTC QLQ-C30 中文版［4］

进行生活质量评价，症状量表及单项量表为负性评

分，得分越高则表示症状或问题越严重，功能量表

及 QL 为正性评分，得分越高则功能水平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9.0 版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以均

数±标准误差（x±s）描述计量资料，比较经 t 检验；

以百分率（％）描述计数资料，经卡方（χ2）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干预前后情绪变化比较

干预前两组 SAS 及 SD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干预后均显著降低，且干预后观察

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2.2　两组干预前后生活质量比较

干预前两组 QLQ-C30 量表各维度评分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功能、症状

量表及总体健康评分获得显著改善，且观察组改善

幅度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干预后两组的 DY、

SL、AP、CO 及 DI 单项评分均显著改善，且观察组

改善幅度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两组 FI 均无明

显变化（P>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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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子宫癌是继乳腺癌之后最为常见的女性恶性肿

瘤，给患者的身心健康及 QOL 均造成了严重负面影

响。子宫癌患者在获悉自身病情后本身即存在明显

的心理失衡，加之肿瘤位于女性特有的生殖器官，

更容易出现特殊心理障碍，导致患者出现怀疑、恐

惧、焦虑、悲观、绝望甚至轻生等负性情绪，严重

影响其 QOL［2］。临床研究发现，情绪及 QOL 较差的

恶性肿瘤在开始治疗后 1 年内的死亡风险将明显升

高［5］。国外研究资料也显示，晚期宫颈癌患者的临

床预后与 QOL 密切相关，QOL 高评分组的死亡风险

较低评分组降低 47％左右［6］。因此，要注重患者的

情绪及 QOL。

临床研究表明：负性情绪可引起睡眠障碍、食

欲减退等而导致免疫力等生理功能降低，进而间接

影响临床预后［7］。心理干预、放松训练（腹式呼吸、

PMR）等能够产生与负性情绪相反的生理效应，有

利于缓解肌肉紧张、减缓呼吸及心率、降低耗氧量，

更好地改善脑及内脏活动，改善身心健康状况［8］。

为子宫颈癌患者提供积极的心理干预能够改善生存

质量［9］。良好的心理认知行为训练能够帮助患者提

高服药依从性、健康行为以及生活满意度［10］。本研

究也发现：观察组患者在开展综合护理干预后，SAS

及 SDS 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情绪改善比对照

组更明显（P<0.05），证明在子宫癌患者中开展综合

护理干预，能够减轻患者术后抑郁、焦虑等负性情

绪，改善术后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

QOL 主要是个体对自身状况的一种主观感觉及

生活机能动力，包含社会心理、生物运动等内容，

能够反映患者的心理、生理、社会等方面质量［11］。

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注重应对方式、心理控制源、

人格特征等心理因素对患者 QOL 的影响。综合护理

干预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开展全面性、针对性及规

范性护理干预措施，就患者在生理、心理、社会等

表1　两组干预前后情绪变化比较（x±s，分，n=40）

项目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值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值

SAS 55.23±8.51 54.19±8.02 0.562 0.575 34.21±5.64 44.56±7.45 7.005 0.000

SDS 62.31±9.32 64.01±9.95 0.789 0.433 34.83±6.32 48.95±7.89 8.834 0.000

表2　两组干预前后生活质量比较（x±s，分，n=40）

项目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值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值

功能
量表

PF 64.43±10.43 62.79±9.21 0.745 0.458 75.32±12.11 68.96±10.69 2.490 0.015

RF 48.23±7.89 47.02±7.11 0.720 0.473 63.24±10.04 52.23±9.23 5.106 0.000

EF 57.02±7.13 55.69±8.24 0.772 0.443 70.98±9.23 62.17±8.85 4.357 0.000

CF 63.23±8.21 61.15±7.69 1.169 0.246 72.24±10.23 66.78±8.81 2.558 0.012

SF 45.23±8.11 43.19±7.25 1.186 0.239 60.48±12.34 55.19±10.49 2.066 0.042

症状
量表

FA 56.32±9.91 57.23±9.34 0.423 0.674 36.78±7.65 50.01±9.11 7.034 0.000

NV 41.23±7.04 43.11±7.35 1.168 0.246 28.21±8.72 36.89±7.95 4.653 0.000

PA 25.67±4.43 27.02±4.78 1.310 0.194 17.68±3.35 21.44±4.12 4.478 0.000

单项
量表

DY 34.21±5.39 36.57±6.02 1.847 0.068 22.11±3.45 30.39±5.12 8.482 0.000

SL 38.29±6.67 39.43±7.11 0.740 0.462 24.35±5.72 31.12±6.83 4.806 0.000

AP 47.59±6.26 48.12±7.21 0.351 0.727 35.67±5.54 40.11±6.24 3.365 0.001

CO 33.12±6.78 31.25±6.65 1.245 0.217 16.31±6.12 23.42±6.44 5.061 0.000

DI 16.84±5.01 17.45±5.63 0.512 0.610 5.82±2.21 8.84±4.31 3.943 0.000

FI 52.24±8.81 50.21±9.24 1.006 0.318 47.23±8.12 49.78±8.91 1.338 0.185

总体 QL 51.24±6.78 50.19±7.43 0.660 0.511 66.43±10.45 57.96±9.94 3.714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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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面的问题及需求而提供服务，能够促进患者的

身心健康全面康复。在子宫癌手术患者中开展综合

护理，既包括了术前检查、疾病知识、手术治疗及

应对措施等的健康教育，又包括了术后饮食营养、

休息与活动、性观念指导、情绪管理等知识，还融

入了社会支持、环境护理、信息支持及疼痛护理等

心理内外影响因素的控制，能够降低患者疾病及手

术所致日常生活影响、社会功能障碍、心理功能障

碍及生理功能障碍，进而改善 QOL。本研究结果证

实了这一点。与刘迎春等［12］的结论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综合护理干预有利于缓解患者的抑

郁、焦虑等负性情绪，提高生存质量，值得在临床

护理实践中推广应用，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样本

也全部来自同一家医院，所以仍需要更大样本的研

究来验证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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