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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对宫颈癌患者不良情绪、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思耀芬 、 贺秋园 、 赵红梅 、 刘春艳

【摘要】目的　探讨心理护理对宫颈癌患者不良情绪、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

我院 2014 年 5 月 ~2016 年 5 月收治的宫颈癌患者 80 例，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将这些患者分为常规护理

组（n=40）和心理护理组（n=40）两组，常规护理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心理护理组患者接受常规护

理联合心理护理，对两组患者的不良情绪、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心理护理组

患者的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评分均显著低于常规护理组（P< 0.05），睡眠质量优良率显著高于常

规护理组（P< 0.05），生活质量评定量表（QLQ-C30）评分显著高于常规护理组（P< 0.05）。结论　常

规护理合并心理护理能够更有效改善宫颈癌患者不良情绪、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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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s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care on bad mood，sleep qua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SI Yaofen，HE Qiuyuan，ZHAO Hongmei，et al. Department of Hyperbaric Oxygen in Shaanxi 
Province Yulin City Yuyang District Xingyuan Hospital，Yulin 719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s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care on bad mood，sleep qua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Methods 80 cases of of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4 to May 2016 were selected，thes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routine care group（n=40）

and the psychological care group（n=40）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the routine care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care，while the psychological care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care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nursing 

care. The bad mood，quality of sleep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The scores 

of SCL-90 scale of the psychological car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routine care group（P<0.05），

the excellent rate of sleep qualit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outine care group （P<0.05），the scores of 

QLQ-C30 scal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outine care group（P<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nursing care combined with the routine nursing care can be more effective to improve the bad mood，quality of sleep and 

quality of life of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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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妇女恶性肿瘤发病率越来越高，

同时发病年龄越来越低。宫颈癌严重地折磨和困扰

着患者的日常生活，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1］。对

患者来说，医疗一方面应该针对疾病进行治疗，旨

在促进生命的延长，另一方面还应该促进患者生活

质量的改善和提升［2］。本研究对宫颈癌患者进行了

常规护理基础上的心理护理，探讨其对患者的不良

情绪、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均具有积极的影响，现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我院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选取我院 2014
年 5 月 ~2016 年 5 月收治的宫颈癌患者 80 例，所有

患者均经病理诊断确诊为宫颈癌，均具有基本的阅

读及理解能力、正常的极易及精神、清晰的意识，

均知情同意；将有心理障碍史、严重心脏或其他合

并症、视听觉障碍、认知障碍等患者排除在外。依

据随机数字表法将这些患者分为常规护理组（n=40）
和心理护理组（n=40）两组。常规护理组患者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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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5 岁，平均（42.4±10.2）岁。在 TNM 分期方面，

11 例患者为Ⅰ期，19 例患者为Ⅱ期，10 例患者为Ⅲ

期；在文化程度方面，13 例患者为小学，16 例患者

为中学，11 例患者为大学；在居住环境方面，21 例

患者为城市，19 例患者为农村。心理护理组患者年

龄 32~65 岁，平均（43.1±10.0）岁。在 TNM 分期方

面，10 例患者为Ⅰ期，18 例患者为Ⅱ期，12 例患

者为Ⅲ期；在文化程度方面，12 例患者为小学，15
例患者为中学，13 例患者为大学；在居住环境方面，

20 例患者为城市，20 例患者为农村。两组患者的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均不显著（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常规护理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心理护理组患

者接受常规护理联合心理护理，具体操作为：1）心

理评估。临床医护人员应该在下发手术通知单后和

患者进行至少 2 次详细交谈，对患者的心理状态、

对该病的认知状况等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并将其详细

记录下来，对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有效评估后将有

针对性的干预方案制定出来；2）心理护理。制定心

理护理方案后对其进行严格的实施，将宫颈癌的疾

病常识等详细讲解给患者，将治疗成功的案例列举

给患者，使患者对放松的心情进行保持，将从手术

期平稳度过、战胜疾病的信心梳理起来，对患者的

各种不良情绪进行有效缓解；3）情感支持。对患者

的心理来说，情感支持发挥着正向性作用，特别是

家属的情感支持能够使患者的心理需求得到最大限

度的满足。同时，对患者进行积极的鼓励，使其主

动交流经验，相互支持，促进战胜疾病勇气的增强；

4）健康教育。将宫颈癌治疗方法、效果、引发的身

体生理变化及应对方法等相关知识讲解给患者，同

时让患者对治疗效果受到长期不良情绪的不良影响

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并对患者进行有效指导，使其

将正确观念树立起来［3］。

1.3　观察指标

护理前后分别应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

两组患者的精神状况进行系统评估，患者的不良情

绪严重程度和分值呈正相关关系［4］。同时，从入睡

困难、夜间易醒、清晨造型、白天困倦四个方面对

两组患者的睡眠质量进行评定，每项 0~3 分，总分

0-15 分，患者的睡眠质量和分值呈负相关关系，即

0~3 分 = 优；4~7 分 = 良；8~11 分 = 一般；12~15 分

= 差［5］。此外，应用欧洲癌症研究和治疗协作组生

活质量评定量表（QLQ-C30）对两组患者的生活质

量进行综合评价，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分值呈正相关

关系［6］。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用 SPSS22.0 软件分析，正态计量资料用平

均值 ± 标准差（x±s）形式表示，两组正态计量数

据组间、组内比较借助 t 检验；正态计数资料用率或

百分比（n，％）形式表示，计数资料组间率比较借助

χ2 检验，两组差异对比具统计学意义时 P<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不良情绪变化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护理前 SCL-90 评分，组间对比无明

显（P>0.05）。心理护理组患者护理后的 SCL-90 量

表中抑郁、焦虑、敌对性、恐怖、精神病性评分

均显著低于护理前（P<0.05），但护理前后的躯体

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偏执评分之间的差

异均不显著（P>0.05）；常规护理组患者护理前后的

SCL-90 量表中各项不良情绪评分之间的差异均不显

著（P>0.05）。护理后心理护理组患者的 SCL-90 量

表中抑郁、焦虑、敌对性、恐怖、精神病性评分均

显著低于常规护理组（P<0.05），但两组患者的躯体

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偏执评分之间的差

异均不显著（P>0.05），具体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不良情绪变化情况比较（x±s，分）

不良情绪
常规护理组（n=40） 心理护理组（n=40）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躯体化 1.50±0.25 1.51±0.25 1.52±0.22 1.42±0.32

强迫症状 1.76±0.30 1.71±0.40 1.74±0.24 1.68±0.44

人际关系敏感 1.88±0.34 1.82±0.30 1.85±0.31 1.75±0.33

抑郁 1.87±0.28 1.76±0.40 1.90±0.35 1.46±0.38#*

焦虑 1.63±0.41 1.60±0.36 1.68±0.38 1.36±0.20#*

敌对性 1.84±0.70 1.81±0.55 1.92±0.65 1.48±0.44#*

恐怖 1.80±0.58 1.77±0.62 1.85±0.72 1.42±0.33#*

偏执 1.71±0.70 1.71±0.55 1.78±0.86 1.55±0.86

精神病性 1.56±0.38 1.51±0.26 1.61±0.53 1.42±0.32#*

注：与同组护理前比较，#P<0.05；与常规护理组比较，*P<0.05

2.2　两组患者的睡眠质量比较

心 理 护 理 组 患 者 的 睡 眠 质 量 优 良 率 70 .0 ％

（28/40）显著高于常规护理组 40 .0 ％（16/40）

（P<0.05），具体见表 2。

2.3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变化情况比较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 QLQ-C30 量表中各项评

分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P>0.05），两组患者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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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 QLQ-C30 量表中各项评分均显著高于护理前

（P<0.05）；护理后心理护理组患者的 QLQ-C30 量表

中躯体功能、角色功能、情感功能、认知功能、社

会功能、整体生活质量评分均显著高于常规护理组

（P<0.05），具体见表 3。
表2　两组患者的睡眠质量比较（n，％）

组别 例数 优 良 一般 差 优良

常规护理组 40 6（15.0）10（25.0）16（40.0）8（20.0）16（40.0）

心理护理组 40 10（25.0）18（45.0）10（25.0）2（10.0）28（70.0）*

注：与常规护理组比较，*P<0.05

表3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变化情况比较（x±s，分）
不良情绪 常规护理组（n=40） 心理护理组（n=40）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躯体功能 66.0±11.6 68.3±9.8# 66.3±10.3 70.2±9.7#*

角色功能 62.9±13.8 70.9±12.3# 61.7±12.9 78.4±13.3#*

情感功能 60.4±9.8 63.8±9.1# 61.8±10.3 68.8±8.6#*

认知功能 68.9±11.3 70.4±15.7# 68.7±12.7 76.3±13.3#*

社会功能 58.2±13.2 61.8±14.3# 57.6±10.0 64.3±14.8#*

整体生活质量 58.4±12.4 61.3±8.9# 57.3±13.6 66.9±10.4#*

注：与同组护理前比较，#P<0.05；与常规护理组比较，*P<0.05

3　讨论

宫颈癌是是妇科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女性

恶性肿瘤中发病率仅低于乳腺癌。宫颈癌患者除了

自身疾病导致的生理痛苦以外，患者担心疾病大发

展预后，对治疗的效果的担心以及担心手术治疗后

对性生活及生育产生负面影响等，都极有可能导致

患者出现焦虑、抑郁，失眠甚至出现精神症状等精

神心理问题。不良的情绪反应又会对宫颈癌患者产

生负面影响，如患者产生悲观想打而影响患者对治

疗护理的配合度，也影响患者的社会功能的恢复。

因此除了对原发病积极治疗和护理以外，对患者的

心理护理也同样十分重要。

心理护理的目的为对患者的心理问题进行了解，

将其心理负担有效消除掉，使患者对临床护理人员

充满信任，良好认识该疾病，对临床的治疗和护理

工作进行积极配合［7］。宫颈癌的治愈标准一方面为

促进患者生存时间的延长，另一方面为促进患者生

活质量的提升，手术联合心理护理在其中均发挥着

积极的作用。成功的心理护理能够促进疾病治愈效

率的提升，还能够将药物及其他手段无法达到的效

果带给患者［8，9］。本研究结果表明，心理护理组患者

的 SCL-90 量表中抑郁、焦虑、敌对性、恐怖、精神

病性评分均显著低于常规护理组（P<0.05），睡眠质

量优良率显著高于常规护理组（P<0.05），QLQ-C30
量表中躯体功能、角色功能、情感功能、认知功能、

社会功能、整体生活质量评分均显著高于常规护理

组（P<0.05），说明心理护理能够有效改善宫颈癌患

者不良情绪、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值得推广。

综上所述，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合并心理护理，

可以更显著的改善宫颈癌患者的精神心理状态，提

高其睡眠质量和胜过质量，改善患者的预后恢复，

临床效果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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