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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护理对宫颈癌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术后并发症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雷　萍 1 、 张海云 1 、 杨月兰 1 、 保广莉 2

【摘要】目的　研究宫颈癌者行个性化护理对焦虑抑郁情绪、术后并发症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分析本院 2015 年 9 月 ~2016 年 9 月诊治的宫颈癌 90 例患者资料，按照临床所用不同护理方案

分成 2 组，对照组 45 例患者行常规性护理，观察组 45 例患者在其基础上行个性化护理，对两组焦

虑抑郁情绪、术后并发症及生活质量情况进行对比。结果　观察组护理后焦虑、抑郁评分均比对照

组低（P< 0.05）；观察组术后总并发症率 4.44％比对照组 20.00％低，且生活质量评分总分（84.50±

14.45）分比对照组（65.40±13.06）分高（P< 0.05）。结论　宫颈癌者行个性化护理能够改善患者心

理状态，减少术后并发症发生，且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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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individualized nursing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nd qual-
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LEI Ping，ZHANG Haiyun，YANG Yuelan，et al. Qinghai Provincial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Xi’ning 810000，China

【 Abstract 】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individualized nursing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postopera-

tive complications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Methods　90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The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n=45）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nursing care，while the pa-

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n=45）were treated by individualized nursing，The anxiety，depression，th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nd quality of life of all patients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  0.05）；The ostoperative total complication 

rate in observation group（4.44％）was lower than that the control group（20.00％），and the total quality of life score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the control group（P<  0.05）. Conclusion　The individualized nursing care 

can improve psychological status，reduce th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of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and improve 

th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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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属于妇科常见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较

高，发病率仅低于乳腺癌，且发病隐匿，患者到院

就诊时多数已是中晚期，严重威胁患者生命安全，

需引起临床医师和患者高度重视，并积极采取有效

诊断、治疗与护理措施；对于宫颈癌，临床一般采取

根治手术治疗，但考虑患者对手术担忧，易出现焦

虑、抑郁等负性情绪，不利于手术顺利进行和预后

改善，因此临床积极实施有效护理措施十分重要［1-3］。

本文对 2015 年 9 月 ~2016 年 9 月宫颈癌 90 例患者行

常规性护理和个性化护理的效果加以分析，旨在提

高临床护理效果，促进患者生活质量提高，现将详

细内容作如下阐述。

1　资料及方法

1.1　一般资料

分析本院 2015 年 9 月 ~2016 年 9 月诊治的宫颈

癌 90 例患者临床资料，本文提交的研究方案均获得

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对象均自愿签署同意书，患

者均通过病理学证实，将存在肾肝功能不全和患其

他原发肿瘤者排除，且均和宫颈癌临床有关诊断标准

相符合［4］。按照临床所用不同护理方案分成 2 组，对

照组 45 例，年龄 44~70 岁，平均（56.20±2.05）岁，

疾病类型：20 例腺癌，25 例鳞癌，受教育程度：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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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高中 15 例，大专至本科 20 例，本科以上 10 例；观

察组 45 例，年龄 43~70 岁，平均（56.18±2.03）岁，

疾病类型：21 例腺癌，24 例鳞癌，受教育程度：初中

至高中 14 例，大专至本科 20 例，本科以上 11 例；两

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不显著（P>0.05）。

1.2　护理方案

对本研究对照组行常规性护理，包括护理人员

做好手术相关准备工作，密切配合手术医师和对患

者临床症状和体征等予以密切观察和检测，遇到紧

急状况等及时上报和处理。于对照组基础上，观察

组行个性化护理，⑴详细分析患者病历资料，严格

掌握患者治疗过程、当前状况与病情等，据此列出

个性化护理关键点，且成立护理小组，讨论和制定

具有针对性护理计划与措施；⑵护理人员依据患者年

龄、性别、性格与文化习惯等向患者耐心讲解手术

治疗方法、注意事项等，强化术后并发症护理，且

依据患者术后恢复情况为其制定合理饮食计划，少

食刺激、辛辣食物，多食高蛋白、高维生素食物和

蔬菜、水果等；⑶护理人员需积极主动和患者交流、

沟通，及时了解患者内心思想动态，耐心解答患者

疑问，予以心理支持及安慰，列举既往成功案例，

及时疏导患者存在的不良心理情绪。

1.3　观察指标及评判标准［5，6］

观察和对比两组焦虑抑郁情绪、术后并发症（伤口

感染、尿潴留、膀胱损伤）及生活质量情况。按照焦虑、

抑郁自评量表评判患者焦虑抑郁情绪，≥ 53 分提示患

者存在焦虑与抑郁心理。依据生活质量调查表（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QLQ-C30）评判患者生活质量改善

情况，包括食欲降低、呼吸困难、失眠等，满分 100 分，

得分越高表明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效果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研究数据用 SPSS22.0 软件予以分析，对正态计

量资料用（x±s）表示，正态计量数据组间对比用 t
检验；两组正态计数资料借助例数（n，%）表示，计

数资料组间率对比用 χ2 检验，两组差异比较具统计

学意义时 P<0.05。

2　结果

2.1　两组焦虑抑郁情绪对比

观 察 组 焦 虑 、 抑 郁 情 绪 评 分 均 较 对 照 组 低

（P<0.05，详情见表 1）。

2.2　两组术后并发症对比

观察组总并发症率较对照组低（P<0.05，详情

见表 2）。

表1　两组焦虑抑郁情绪对比（x±s，分）

组别（n=例数） 焦虑情绪 抑郁情绪

对照组（n=45） 47.21±3.12 50.35±5.73

观察组（n=45） 25.08±2.06a 30.65±5.05a

t 39.7068 17.3024

aP ＜0.05 ＜0.05

注：和对照组对比，aP<0.05。

2　两组术后并发症对比（n，%）

组别（n=例数） 伤口感染 尿潴留 膀胱损伤 总计

对照组（n=45） 3（6.67） 4（8.89） 2（4.44） 9（20.00）

观察组（n=45） 1（2.22）a 1（2.22） 0（0.00） 2（4.44）a

注：和对照组对比，aP<0.05。

2.3　两组生活质量对比

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总分较对照组高（P<0.05，

详情见表 3）。

表3　两组生活质量对比（x±s，分）

组别（n=例数） 食欲降低 呼吸困难 失眠 总体健康

对照组（n=45） 29.56±4.30 38.20±5.02 33.10±8.05 65.40±13.06

观察组（n=45） 38.70±5.40a 48.88±5.30a 42.50±9.20a 84.50±14.45a

t 8.8822 9.8142 5.1582 6.5782

aP ＜0.05 ＜0.05 ＜0.05 ＜0.05

注：和对照组对比，aP<0.05。

3　讨论

宫颈癌为临床最为严重宫颈类病变，属于女性

生殖系统常见肿瘤之一；近年来，其发病率呈不断

上升趋势，且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临床考虑可

能和早婚、早育、多产等因素密切相关［7-9］。宫颈癌

作为临床一种常见且多发病，通常以手术医治为主，

能够对患者机体病灶部位起到有效切除作用，促进

症状改善和延长患者生存期，但考虑疾病本身与治

疗措施等均会给患者造成巨大痛苦，使其易出现焦

虑、紧张等不良心理情绪，临床需结合患者具体情

况为其制定有效护理措施［10，11］。个性化护理是指以

现代的护理理论与医学模式作为基础，于临床护理

时依据患者年龄、性别、病程、生活习惯及家庭关

系等个性特点，为患者制定针对性护理方案，使患

者于住院期间生理健康和精神需求得到满足的一种

护理方法，其临床效果显著。

本研究通过分析两组焦虑抑郁情绪、术后并发

症及生活质量情况，结果显示：观察组护理后焦虑评

分（25.08±2.06）分较对照组低，抑郁情绪（3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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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分较对照组低；观察组总并发症率 4.44％较对

照组低，且生活质量评分总分（84.50±14.45）分较

对照组高，和倪锦红等［12］文献研究结果具有高度一

致性。证实个性化护理应用于宫颈癌患者中有利于

改善患者负性情况，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风险，且

促进患者生活质量提高。观察组护理人员重视对患

者心理进行护理，主动与患者沟通、交流，对每位

患者内心思想动态予以了解，能够及时掌握患者心

理状态，知晓患者不良心理情绪产生原因，从而采

取相应护理措施，具有较强针对性，有效改善患者

存在的负性心理；护理人员对患者存在的疑问予以

耐心解答，能够建立良好护患关系，取得患者信任，

向患者举例以往手术成功案例，有利于增强患者治

疗信心，且给予患者心理支持及抚慰，可减少患者

心理压力和负担，对患者不良心理状态加以及时疏

导，有利于使患者保持良好心态，减少不必要担忧，

促进焦虑抑郁情绪改善［13，14］。观察组护理人员按照

患者年龄、性别、性格、文化习惯及家庭关系等采

取相应措施将手术方法及相关注意事项等告知患者，

且加强并发症的护理，能够提高患者认知度和对并

发症预防的意识，减少术后伤口感染、尿潴留等并

发症发生［15］。观察组护理人员对患者病历资料加以

详细分析，依据患者治疗过程、当前状况和病情等

提出个性化护理要点与成立专门护理小组，由小组

成员讨论、制定相应护理措施，有利于减少护理过

程中的不必要失误，保障患者安全，减少术后并发

症的发生；护理人员合理掌握患者饮食情况，针对患

者手术后实际恢复状况拟定个性化饮食方案，如少

食刺激食物，多食高蛋白食物及蔬菜、水果等，不

仅能够均衡膳食，而且能够达到强化营养支持目的，

且临床针对性较强，能够取得显著治疗与护理效果，

促进患者生活质量提高。关于宫颈癌者行个性化护

理对手术时间等指标的影响，基于受样本例数、外

部环境及时间等因素影响，需增加样本量、优化外

部环境等予以深入研究及验证补充。

总结上文，临床将个性化护理应用于宫颈癌中

的效果较常规性护理高，属于一种安全有效护理方

法，不仅有利于改善患者不良心理情况，而且能够

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概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临

床应用及推广价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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