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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干预对骨肿瘤患者术后精神状态的影响分析

黄红光 1 、 柳　昊 2 、 袁光华 1 、 陈　康 1 、 郑　啸 1

【摘要】目的　探讨心理干预在骨肿瘤患者术后精神状态的影响。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 -2016

年 12 月在我院进行骨肿瘤手术的患者 86 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43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进行心理干预。使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

量表（SDS）对患者的精神状态进行评价，使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评估患者心理状况。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干预前 SDS 和 SAS 评分无明显差异（P> 0.05），两组患者干预后 SDS 和 SAS 评

分均有明显的下降（P< 0.05），其中观察组 SDS 和 SA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干预前两组

患者 SCL-90 总评分无差异（P> 0.05），干预后均有明显下降（P< 0.05），且干预后观察组 SCL-90 总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对骨肿瘤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进行心理干预能够更有效

的减轻患者的负性情绪，改善患者的精神状态，值得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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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the mental state of patients with bone tumor after operation　 
　　HUANG Hongguang，LIU Hao，YUAN Guanghua，et al. Xinzhou District People's Hospital，Wuhan 4304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the mental state of patients with bone 

tumor after operation. Methods　86 patients with bone tumor were selected from January 2016 to December 2016 in our 

hospital as research subjects，and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randomly.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offere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routine nursing care. The scores of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and Symptom 

Checklist-90（SCL-90）were evalua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

ference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regard to the scores of SDS，SAS and SCL-90before 

intervention（P>0.05）. After intervention，SDS and SAS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both groups（P<0.05），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ly lower scores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Regarding to mental 

health state，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both groups showed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SCL-90 scores（P<0.05），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SCL-90 score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care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patients with bone tumor，

improve mental statusof patients，thus is worthy of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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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肿瘤是指发生在骨骼及其附属组织如血管、

神经、骨髓等内的肿瘤，一般分为原发性肿瘤和继

发性肿瘤［1］。良性骨肿瘤一般进行局部刮除植骨或

切除，恶性肿瘤则需要进行手术治疗。随着骨肿瘤

外科技术的不断发展、规范和近代化疗技术、介入

治疗等手段的日益成熟，保肢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

得到了广大患者的认同。为了提高患者的身体健康

和精神健康，在需要高超的手术技巧的同时也需要

精细的护理。骨肿瘤患者在术后可能会出现大脑功

能活动紊乱，导致出现行为、情感、认知等不同程

度的障碍［2］，主要表现为焦虑和抑郁，在给患者的

身体恢复带来不利影响的同时加大了家庭、社会的

负担。为了探究心理干预对骨肿瘤患者术后精神状

态的影响，笔者展开了研究，取得满意的结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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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为医院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医院收治确诊为骨肿瘤并进行手术的患者 86 例。

其中男 48 例，女 38 例，年龄 15～67 岁，平均年龄

（45.4±13.6）岁，按照随机对照的原则将其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3 例。观察组骨巨细胞肿瘤

29 例，动脉瘤样骨囊肿 5 例，软骨肉瘤 2 例，骨恶

性纤维组织细胞瘤 4 例，骨纤维异样增殖症 3 例；对

照组骨巨细胞肿瘤 31 例，动脉瘤样骨囊肿 3 例，软

骨肉瘤 1 例，骨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 5 例，骨纤维

异样增殖症 3 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文化程度、

肿瘤部位、肿瘤类型、手术方法等一般情况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项研究取得

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所有参与研究的患者均在

充分知情同意后签署相关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对照组主要进行常规护理干预，主要有对患者

进行全面的评估［3］，加强营养支持，预防术后并发

症等，可根据病情酌情给予镇静、安眠剂或抗焦虑、

抗抑郁药物。观察组在行规干预的基础上进行心理

护理干预，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建立良好的

护患关系，互相信任与支持。护理人员与患者随时

进行充分的心理交流，与患者和家属建立良好的关

系，随时沟通和交流，加强彼此之间的理解与信任，

确保治疗方案顺利实施［4］。同时倾听患者的需求，

尽可能的满足患者的需求。（2）术前心理干预。患

者入院后对其身心问题进行全面的评估，并针对病

情和个体差异进行个性换的心理疏导和护理，降低

肿瘤引起的疼痛、焦虑及功能障碍等问题［5］。对于

心理承受能力低的患者可以使用暂时的保护性护理

措施，避免患者发生过分的恐惧、绝望的情绪，使

患者对自身病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接受的过程。

（3）健康教育。向患者和家属讲解骨肿瘤的相关知

识，让患者对病情有正确的认知，积极配合治疗。

同时可以介绍临床成功的案例，降低患者的不良情

绪，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4）家属支持。对患者家

庭的经济状况和家属支持的程度进行评估，配合医

生制定符合其实际情况的治疗和护理方案［6］，减轻

家庭的负担。护理人员需要充分理解患者家属的心

情，做好家属的工作，以有效的减轻患者的心理负

担，保证其以最佳的状态进行手术治疗。（5）术后

心理干预。术后加强对患者生命体征和患肢的监测，

及时处理出现的问题，时刻关注患者的心理变化。

保持病房安静、整洁，营造舒适的住院环境，减少

患者抑郁的情绪。对患者的心理波动及时的给予理

解和安慰，使患者感受到重视和关心，鼓励患者战

胜疾病，提高其意志力。还可以有计划的锻炼患者

自理能力，使其主动参与到治疗和护理的过程中来，

体现其价值。

1.3　评判标准［7］

使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

（SDS）在患者心理干预前和干预后两周对其负性情

绪进行评估。评分越低，焦虑和抑郁程度越低，心

理状况越好。使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评估患

者的精神状态，总计 10 个因子，90 个条目，采用 5
级评分法，总分 >160 分或任意 1 个因子 >2 分则为

存在精神心理障碍，分数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低。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3.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应用平均值 ± 标准差（x±s），计量资料比

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或率（n ，％）来表

示，比较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标准。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SAS、SDS 的评分比较 

 观察组和对照组干预前 SDS 和 SAS 评分没有明

显差异（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 SDS 和 SAS 评分

均有明显的下降（P<0.05），观察组 SDS 和 SAS 评分

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SDS和SAS评分比较
（x±s，分 n=43）

组别
SDS SA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53.6±6.8 42.2±5.9* 55.6±7.2 44.5±6.4*

观察组 54.2±6.4 37.5±5.5* 54.9±6.9 39.2±6.3*

t 0.395 3.576 0.431 3.633

P >0.05 <0.05 >0.05 <0.05

注：*与干预前相比，P<0.05。

2.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SCL-90 总评分比较 

干 预 前 两 组 患 者 S C L - 9 0 总 评 分 无 差 异

（P>0.05），干预后两组均有明显下降（P<0.05）；

干 预 后 观 察 组 S C L -90 总 评 分 明 显 低 于 对 照 组

（P<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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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SCL-90总评分比较（x±s，分，n=43）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观察组 187.4±36.6 159.5±27.9 3.975 <0.05

对照组 186.8±35.2 172.5±28.6 2.033 <0.05

t 0.077 2.135

P >0.05 <0.05

3　讨论

从临床实践中笔者发现，一般骨肿瘤患者在确

诊后会发生复杂的心理变化。现代护理学关注的使

患者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各个方面［8］，因此也

对护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骨肿瘤患者会产生复杂

的心理活动，甚至演变称为心理障碍，主要是有以

下几个原因：（1）骨肿瘤的临床症状有疼痛、肿胀、

功能障碍等，一旦患者获悉自己身患肿瘤，感到身

心双重的痛苦，一方面希望尽快手术治疗，另一方

面又对手术的治疗效果和带来的结果有顾虑，因此

心情十分复杂。（2）恶性肿瘤的治疗需要较高的医疗

费用，会给自身和家庭带来严重的经济负担。（3）患

者手术成功后化疗和功能恢复的时间较长，会使病

人产生沮丧感等各种负面情绪。（4）抗癌药物等药

物可能产生副作用，长时间的化疗和药物使用可能

会使患者产生心理障碍［9］。因此，对骨肿瘤患者需

要及时进行心理干预，采取积极的策略应对患者产

生的负面情绪，帮助患者减轻负担、减少负性情绪，

提高心理健康水平，为患者更好的配合治疗和尽快

的恢复健康提供条件［10］。

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

予了心理护理干预，取得了更为良好的效果。观察

组和对照组患者在术前各项量表评分均无明显差异

（P>0.05），且观察组术后 SAS、SDS 和 SCL-90 评

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这说明心理护理干

预对骨肿瘤患者的精神状态有重要的影响。有研究

表明［11］，当人因为某些事情长期处于低落的情绪时，

不安、抑郁等情绪会使血液中皮质类固醇的浓度持

续偏高，抑制巨噬细胞的活性、细胞分泌抗体和 T

细胞分化繁殖的能力。这提示我们，舒缓患者的不

良情绪，提高其对疾病的认知能力，调动其积极性，

不仅可以使其主要参与和配合护理与治疗，对患者

的治疗和护理产生有利的影响，而且可以改善患者

的免疫功能，提高躯体免疫力［12］。

综上所述，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增加心理干预

能降低骨肿瘤患者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提高患

者精神状态，值得在临床工作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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