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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性护理干预对宫颈癌化疗患者血清炎性因子及负性情绪的影响

常俊梅 、 牛立蓉 、 杨文婧 、 杨晓霞

【摘要】目的　研究延续性护理干预对宫颈癌化疗患者血清炎性因子及负性情绪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妇产科 2014 年 1 月 ~2014 年 10 月收治的宫颈癌化疗患者 1�0 例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

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化疗护理，观察组联合实施延续性护理干预，

随访 � 个月后，比较两组血清炎性因子、症状自评量表（SCL-�0）心理健康状况评分。结果　观察

组血清白细胞介素 -�（IL-�）、白细胞介素 -10（IL-10），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含量均明显低

于对照组（P< 0.05）；躯体化、强迫症状、抑郁、焦虑、恐慌、精神病性等 � 项目评分均明显低于对

照组（P< 0.05）。结论　延续性护理干预有助于改善宫颈癌化疗患者心理健康状况，可能与降低血

清炎性因子含量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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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continu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serum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negative emotions in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with chemotherapy　　CHANG Junmei，NIU Lirong，YANG Wenjing，et al. Radi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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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continu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serum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negative emotions in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with chemotherapy. Methods　130 cases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with 

chemotherapy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the control group given standard chemotherapy 

nursing，observation group combined with continuity nursing intervention，followed up for 6 months，serum inflam-

matory cytokines，SCL - 90 scor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erum IL-6，IL-10，TNF-α of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5）；The scores of somatization，

forcing symptoms，depression，anxiety，panic，psychoticism in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Continu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improve mental health status in cervi-

cal cancer patients with chemotherapy，this effect maybe be related to decrease of the serum inflammatory cytok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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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颈癌（cervical cancer）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

肿瘤 ［1］。化学药物治疗是晚期宫颈癌或出现复发转

移的患者必要的治疗措施，化疗不良反应较大，常

引起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2］。延续性护理干预是

延续院内的护理服务，对患有特定疾病的出院患者

提供院外的医疗护理、健康促进、康复指导等，可

以促进患者更好的配合治疗［3］。延续性护理干预在

各类慢性疾病和恶性肿瘤的放、化疗中应用广泛，

本研究探讨延续性护理干预对宫颈癌化疗患者血清

炎性因子及负性情绪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我院妇产科 2014 年 1 月 ~2014 年 10 月收

治的宫颈癌化疗患者 130 例为研究对象，年龄 41~75
岁，平均（54.03±4.32）岁；根据 FIGO2000 年临床

分期标准分期：Ⅰ A2 期 25 例，Ⅰ B2 期 37 例，Ⅱ A

期 38 例，Ⅱ B 期 30 例；病理类型：鳞癌 106 例，腺

癌 15 例，鳞腺癌 9 例；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22 例，

高中（含中专）81 例，大专及以上 27 例；经济状况：

<3000 元 /（人 . 月）73 例，≥ 3000 元 /（人 . 月）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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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经医院伦理委员委批准，患者或家属均签署知

情同意书，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各 65 例。两组患者年龄、FIGO 分期、病理类型、

文化程度、经济状况等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指标 观察组/65 对照组/65 t/χ2 P

年龄（岁） 54.25±4.14 53.82±4.24 0.585 0.324

FIGO分期 　 　 0.626 0.257

　ⅠA2 11 14 　

　ⅠB2 18 19 　

　ⅡA 20 18

　ⅡB 16 14

病理类型 0.216 0.632

　鳞癌 52 54

　腺癌 8 7

　鳞腺癌 5 4

文化程度 0.231 0.621

　初中及以下 12 10

　高中（含中专） 40 41

　大专及以上 13 14

经济状况 0.281 0.634

　<3000元/（人. 月） 38 35

　≥3000元/（人. 月） 27 30 　

1.2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化疗前均行广泛性子宫切除术

+ 盆腔淋巴结清扫术 + 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取样阴性；

（2）术后标本送病理学检查证实为宫颈癌；（3）所

有患者均采用以铂类为基础的联合化疗方案。排除

标准：（1）合并心、肝、肾等器质性疾病者；（2）存

在精神障碍、意识障碍、语言沟通障碍等不能配合

者；（3）同时接受放疗等其他治疗措施者；（4）合并

其他部位的恶性肿瘤。

1.�　方法

两组患者均实施广泛性子宫切除术 + 盆腔淋巴结

清扫术 + 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取样，术后 1 周开始接受

化疗，两组患者均给予化疗相关知识的宣教、心理干

预、健康指导等，在完成化疗疗程后进行常规出院指

导。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延续性护理干预：

1.3.1　建立电子信息管理档案　出院前收集患

者病历资料，均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包括患者年龄、

文化程度、临床分期、手术情况、术后恢复、家庭

经济状况、出院日期、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等，评

估患者自我护理能力、家庭照护能力。

1.3.2　人员组成及分层配备　由妇科护理部组

建宫颈癌化疗延续性护理干预小组，成员包括化疗

技师（1 名）、主任护师（1 名）、副主任护师（1 名）、

主管护师（3 名）、护士（9 名）共 15 人，护士长担任

组长，指定 1 名护士担任网络咨询，通过对出院患者

个体特征、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照护能力、患者自

我护理能力的不同，将患者分为甲级护理（6 名）、乙

级护理（15 名）、丙级护理（25 名）三个层次，甲级

护理由 1 名主任护师、1 名主管护师、2 名护士负责，

乙级护理由 1 名副主任护师、1 名主管护师、2 名护

士负责，丙级护理由 1 名主管护师、5 名护士负责。

1.3.3　常规延续性护理　护理小组成员在出院

时和每次随访时根据患者情况进行健康教育，指导

患者及家属加强自我观察，学会预防和处理恶心、

呕吐、便秘等化疗可能产生的不良反应，嘱患者化

疗期间需定期来院复诊（每月复诊 1 次），出现任何

不适宜随时来院就诊。教育患者进食高热量、高蛋

白、高维生素及高膳食纤维饮食，适当运动但不能

过度运动，建议慢走、打太极、做有氧健身操等。

对患者出现的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及时予

以疏导，鼓励患者增强自信，积极参与社会活

动以排解负性情绪。

1.3.4　随访频率与随访内容　出院后 1 个，电

话随访：2 次 / 周（时长 15~20min），家庭访视：1
次 / 周（时长 20~30min）；出院后 2~3 个月，电话随

访：1 次 / 周（时长 15~20min），家庭访视：1 次 /15d

（时长 20~30min）；出院 4~6 个月，电话随访：1 次

/2 周（时长 15~20min），家庭访视：1 次 / 月（时长

20~30min）。随访内容包括心理、饮食、运动、生活、

有无不良反应等，根据随访结果适时调整护理方案。

1.3.5　团队和网络支持　成立“关爱俱乐部”：

成员包括医护人员、术后化疗满 3 年患者、本次干

预患者与患者家属，每 2 周开展一次活动（时长不短

于 120min），活动内容包括心理干预、术后康复、团

队支持等。建立“关爱微信群”，邀请观察组所有患

者实名制加入，指定 1 名护士管负责理微信群，每

天在微信群中解答患者提出的问题，发布宫颈癌化

疗的小知识。鼓励群内成员互相讨论，相互介绍对

抗化疗不良反应的心得。

1.4　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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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血清炎性　出院前、随访 6 个月，用日立

76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白细胞介素 -6（IL-6）、白

细胞介素 -10（IL-10），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含量。

1.4.2 负性情绪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4］测量患者心理健

康状况。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1.0 软件时行统计学分析，血清细胞

因子等计量资料用（x±s）表示，采用方差分析或 t
检验；性别等计数资料用频数表示，采用卡方检验，

以 P<0.05 表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血清炎性因子

出院时，两组患者血清 IL-6 等炎性因子含量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随访 6 个月，两组

均明显降低，观察组血清 IL-6、IL-10、TNF-α 均

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P<0.001）。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血清炎性因子含量比较（x±s），n=65

组别 时间 IL-6（ng/mL） IL-10（ng/L） TNF-α（pg/mL）

观察组 出院时 4.78±0.58 3.72±0.39 24.68±3.24

随访6个月 3.02±0.42①② 2.13±0.23①② 8.35±1.02①②

对照组 出院时 4.76±0.56 3.71±0.42 24.65±3.32

随访6个月 3.58±0.43①② 2.86±0.35①② 15.65±1.36①②

注：与出院时比较，t =12.535～38.789，①P<0.001；与对照

组比较，t =7.511～34.620，②P<0.05，②P<0.001。

2.2　心理状况

出院时，两组躯体化等 SCL-90 评分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0.05）；随访 6 个月，两组 SCL-90
评分均明显降低，观察组躯体化等 6 项目评分均明

显低于对照组（P<0.05，P<0.001）。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SCL-90评分比较（x±s），n=65

项目
观察组 对照组

出院时 随访6个月 出院时 随访6个月

躯体化 2.48±0.52 1.40±0.24①② 2.46±0.44 1.95±0.26①

强迫症状 2.40±0.45 1.63±0.32①② 2.38±0.42 1.90±0.16①

人际关系敏感 2.32±0.36 1.65±0.22① 2.33±0.28 1.68±0.20①

抑郁 2.82±0.41 1.55±0.16①② 2.80±0.42 2.04±0.35①

焦虑 2.32±0.44 1.40±0.21①② 2.31±0.36 1.86±0.20①

敌对 2.01±0.16 1.40±0.15① 2.00±0.18 1.41±0.20①

恐怖 1.80±0.21 1.30±0.15①② 1.79±0.24 1.56±0.16①

偏执 1.81±0.24 1.40±0.12① 1.80±0.32 1.42±0.15①

精神病性 1.72±0.32 1.25±0.16①② 1.71±0.28 1.56±0.17①

注：与出院时比较，t =3.692～15.230，①P<0.05，①P<0.001；与对照组比较，t =5.326～12.532，②P<0.05，②P<0.001。

3　讨论

延续性护理干预是指出院后继续为患者提供医

疗护理、康复促进、健康指导等极有价值的护理服

务［5］。对化疗患者而言，延续性护理干预通过出院前

的评估，根据患者个体特征给予合理的人员配置、随

访安排，并借助网络、社会支持系统，能够帮助护

理工作者掌握患者每次化疗后出现的并发症、饮食、

作息情况以及情绪状态，并根据掌握的情况给予及

时的、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从而减少化疗并发症

的发生［6］。血清炎性因子是反应机体慢性持续性炎症

刺激的敏感性指标，对患者各类并发症的发生有着

较高的预测价值［7］。孔雪丽［8］通过对 120 老年宫颈癌

患者围术期随机对照研究中报道，预见性护理干预

有助于降低患者 IL-6 等血清炎性因子含量，本文发

现，延续性护理干预改善宫颈癌化疗患者的心理状

态，降低血清炎性因子水平，支持上述文献观点。

延续性护理干预注重管理的延续性和关系的延

续性，在出院期间依然继续密切关注的患者的病情变

化，指导其积极采取自我护理，并引导患者积极、主

动地进行情绪调节，避免负性情绪的加深和扩散［9］。

本文研究中，观察组躯体化等 6 项目评分均明显低于

对照组，与陈国内外学者文献报道基本相似［10］。

综上所述，本研究表明，延续性护理干预有助

于改善宫颈癌化疗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并降低血

清炎性因子水平，并且，我们推测降低血清炎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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