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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个性化心理干预对前列腺癌患者不良情绪和预后的影响

张海艳 、 赵文彩 、 姜亚卓 、 杜双宽 、 程永毅 、 王小娟

【摘要】目的　探讨个性化心理护理干预对前列腺癌患者心理状况的影响。方法　随机选取自

2014 年 9 月～2016 年 10 月间入院接受治疗的 40 例前列腺癌患者，按随机数表法均分为两组，对照

组（20 例）行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20 例）在常规护理基础之上进行个性化心理干预。在患者护

理前后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AS）进行评分，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后生活质

量。结果　两组护理前后排尿状况和前列腺特异抗原（PSA）的比较，两组在护理后，平均尿流率、

均较治疗前得到了显著改善，且研究组改善更显著（P< 0.05）；两组血清 PSA 水平均显著降低，且

研究组改善更显著（P< 0.05）。经过护理，两组患者的 SDS、SAS 评分较护理前均明显改善，且护理

后观察组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 0.05）。同时，两组患者护理后生活质量均显著提高，且研究组改

善更显著（P< 0.05）。结论　在前列腺癌患者临床中实施心理护理干预，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的抑郁、

焦虑心理状态，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促进了患者尽快康复，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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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prostate cancer　ZHANG Haiyan，ZHAO Wencai，JIANG Yazhuo，et al. Shaanxi People's Hospital，Xi’an 
71006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individualiz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psychologi-

cal status of patients with prostate cancer. Methods 40 cases of prostate cancer patients since September 2014 -2016 

year in October admitted to hospital were randomly selected，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the control group

（20 cases）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the observation group（20 cases）of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in-

tervention based on routine nursing. The patients were assessed with self 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and self rating 

Anxiety Scale（SAS）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urination 

and PSA in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in two groups after nursing，average urine flow rate，compared with be-

fore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and those parameters the study group improved more significantly（P<0.05）；

the serum PSA levels of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and those parameters the study group improved more 

significantly（t =14.05 P<0.05）. After nursing，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SDS and SAS scores than before treat-

ment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the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at the same time，two groups of patients after nursing quality of life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and 

those parameters the study group improved more significantly（P<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

tion in patients with prostate cancer，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tatus of patients，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promote the rehabilitation of patients as soon as possible，it is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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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美国家，前列腺癌发病率较高［1］。近年来，

随着环境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我国前列腺癌的发病

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在临床中，前列腺癌的早期诊

断较为困难，患者一旦确诊，大多已在中晚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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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治疗措施主要为切除双侧睾丸，这不仅破坏患

者形体，而且手术后患者会因体内雄性激素下降产

生特殊的生理和心理问题，使患者产生恐惧、抑郁、

焦虑等情绪，同时造成患者性欲下降、贫血以及骨

质疏松等，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据资料显示，在前列腺癌的治疗过程中实施心理护

理干预，对患者的心理状况和预后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院在 2014 年 9 月 -2016 年 10 月对前列腺患者实施

心理护理干预，极大的改善了患者的心理状况和预

后，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我院 2014 年 9 月～2016 年 10 月间收

治的 40 例前列腺癌患者，经临床病理诊断患者均为

晚期前列腺癌，年龄 5～81 岁，平均年龄（68.9±

5.4）岁；婚姻状况：已婚 32 例，未婚 1 例，丧偶 5 例，

离异 2 例；文化水平：初中 12 例，高中及中专 18 例，

大专以上 10 例；病程 1-15 个月，平均病程（6.8±

3.4）个月；所有患者均排除神经系统和精神病史。按

随机数表法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20 例。两

组患者年龄、婚姻状况、文化水平、病程、抑郁程

度等一般资料对比均无显著差异（P>0.05）。本研究

取得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且所有患者及家属均书

面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患有轻、中度抑郁症的前列腺

癌晚期患者；（2）均未使用抗抑郁药物治疗。排除

标准：（1）合并基础性疾病，如肝肾等功能障碍的

患者（2）近期使用抗抑郁药物治疗的患者。

1.3　方法

入院后，分别对两组患者采用 SAS、SDS 量表

对患者进行评估，两组患者均实施常规护理，观察

组在此基础上进行心理护理干预，护理人员主动与

患者的进行交流与沟通，耐心疏导患者的不良情

绪［3］。心理护理的主要内容包括：（1）基础护理：住

院期间，护理人员密切观察患者的情绪波动，了解

患者的需求和心理特征，建立个性化心理护理干预；

真诚、耐心对待每位患者，提升彼此的熟悉感。（2）
健康教育：每两周以讲座的形式组织患者了解前列

腺癌的发病原因以及积极配合治疗的重要性，讲座

时间为 1.5 小时；同时以交流会的方式解答患者提出

的疑问，稳定患者的情绪，调动患者家属及其信赖

的人员为患者做思想工作，每次持续时间为 1 小时。

（3）敦促家属、亲友给予鼓励，让患者的心理状态

处于最佳状态。同时为患者建立病友团，每周安排

两小时的座谈会，使患者具有更多的交流机会，适

当宣泄不良情绪，并相互鼓励支持。（4）行为认知

干预。由我院资深精神科护师和工娱疗护师各一名

对患者进行个体辅导，设置专门的认知行为治疗室，

安排每周一到周五早晨或者下午进行治疗（1h/ 次）。

工娱疗护士前 4 周对患者进行放松训练，后 4 周进

行娱乐健身、角色演示等练习，期间依据患者爱好

进行体育锻炼，如羽毛球、乒乓球、手工艺制作等，

每天治疗时间控制在 30～45 分钟。精神科护师则每

周五对患者的心理情绪指标进行评估和记录。

1.4　观察指标

分别在干预前后观察两组患者的 PSA 指标变

化和排尿情况（平均尿流率）；采用抑郁自评量表

（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AS）对分别在干预前、出

院前一天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评估，由责任护士

指导患者自行填写量表，统一收回由专职医护人员

对结果进行分析［4］。生活质量采用改良 Barthel 指数

评价，分数越高，生活质量越高。

1.5　统计学方法

对本次研究中所得的相关数据应用 SPSS20.0 统

计学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以（x±s）来表示计

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n，％）表示，采

用 χ2 检验，P<0.05 代表数据对比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护理前后 PSA、排尿状况的比较

两组护理前后排尿状况和 PSA 的比较，两组在

护理后，平均尿流率均较治疗前得到了显著改善，

两者改善程度比较具有明显差异（t =5.52，P<0.05）；

两组血清 PSA 水平均显著降低，两组改善程度比较

也存在显著差异（t =14.05，P<0.05），且上述指标在

研究组中改善更显著。
表1　护理前后PSA、排尿状况的比较

组别 护理时间 平均尿流率  PSA（ug/L）

观察组 护理前 1.6±1.1 56.38±4.65

护理后 66.3±29.5ab 12.01±3.41ab

对照组 护理前 1.8±0.9 53.79±5.63

护理后 54.5±29.3a 23.23±3.25a

注：与护理前比较aP<0.05；与对照组比较bP<0.05。

2.2　两组患者 SDS、SAS 评分比较

经过护理，两组患者的 SDS、SAS 评分较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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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前列腺癌多发病于老年患者，随着人口老龄化，

临床中前列腺癌发病率逐年增加，由于前列腺癌对

雄雄激素依赖性较强，其的发生于发展与雄性激素

具有较大的关系［5］。在临床治疗中，多采用手术治

疗。手术后，患者的肿瘤被切除的同时，睾丸也被

切除，使患者雄性激素分泌减少，造成性功能障碍，

对患者心理以及生理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因此，患

者在手术期间，情绪波动较大，不仅影响手术效果，

对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和预后也造成巨大的影响［6］。

在临床治疗中，实施心理护理干预，不仅能够有效

的缓解患者不良情绪的发生，而且对患者生活质量

的提高也有较大的帮助［7］。

护理方面，重点对患者心理进行辅导。心理护

理的目的是减轻患者因为病情所带来的抑郁、焦虑

和恐惧等症状。对抑郁程度较重的患者，可以通过

语言交流和心理疏导进行沟通，注意倾听患者的诉

求，通过安慰、鼓励，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来增加

患者的生活信心［8，9］。入院时做好健康教育，让患者

有对疾病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并意识到自己的情绪

对于战胜疾病的重要性。另外，还要提醒患者家属

注意情绪稳定，因为患者在疾病初期十分敏感，特

别是患者对疾病的严重性和后续生活会有极端的思

维。对于患者的情绪变化敏感多疑，家属需要保持

平静的心情，正确地面对困难，充满乐观和坚定信

念，面对患者担忧时应表现出坚强的一面，让患者

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10］。进行心理护理时可以综合

音乐、锻炼等多种调节方式，也可以举例目前治疗

成功患者，缓解患者家属的焦虑抑郁情绪。另外，

在患者的治疗中社会支持也很重要［11］。社会的帮助

可以使患者获得存在感和责任意识，同时使患者在

治疗中更加坚强面对生活［12］。

在 本 研 究 中 ， 两 组 患 者 在 护 理 后 ， 平 均 尿 流

率等指标均较治疗前得到了显著改善，而观察组患

者经过心理护理干预，改善程度较对照组更加显著

（P<0.05）；两组血清 PSA 水平均显著降低，且观察组

的改善程度较对照组更为显著（P<0.05）。经过护理，

两组患者的 SDS、SAS 评分较护理前均明显改善，同

时两组患者护理后生活质量均显著提高（P<0.05），且

上述指标观察组的改善程度较对照组显著（P<0.05）。

综上所述，在前列腺癌患者临床中实施心理护

理干预，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的抑郁、焦虑情绪，促

进患者康复，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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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均明显改善，数据对比差异显著（P<0.05），且研

究组评分更低（P<0.05），见表 2。

2.3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生活质量评分结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接受上述护理之后，患者焦虑抑郁

等心理功能状况评分明显改善，且患者躯体功能也

明显恢复，生活质量总体有明显提升，且明显优于

对照组，组间比较具有显著差异（P<0.05），如表 3。

表2　两组护理前后SDS、SAS评分对比（x±s，分）

量表
观察组（20例） 对照组（20例）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SDS 67.5±8.9 31.3±7.6ab 68.7±9.5 42.3±5.8a

SAS 68.6±8.3 29.5±5.9ab 67.4±8.8 42.6±7.9a

注：a表示与护理前对比差异显著，P<0.05，b表示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P<0.05。

表3　患者护理后生活质量评分结果比较（x±s，分）

组别 N
躯体功能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总评分结果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20 66.78±2.0 92.5±3.0 71.2±3.2 90.5±4.0 72.1±2.2 91.3±2.5 74.2±2.6 95.0±2.0

对照组 20 67.01±2.8 76.5±4.5 71.6±4.1 80.3±5.0 71.9±3.3 87.5±3.4 73.8±3.4 85.5±3.5

t值 -- 1.08 12.71 0.02 8.62 0.87 4.76 1.03 10.31

P值 --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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