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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支持对胃癌化疗患者负性情绪和依从性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宋　菲 、 张合霞 、 张　丽 、 李　果

 【摘要】目的　观察心理支持对胃癌化疗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治疗依从性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 ~2016 年 12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87 例胃癌化疗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所有

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43 例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 44 例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接受心理支持。

比较两组患者干预过程中的焦虑抑郁情绪，依从性及生活质量评分（QOL）的变化。结果　观察组干

预后焦虑抑郁情绪改善程度显著优于对照组，且治疗依从性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5）。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在常规护理的基

础上，合并心理支持能够有效改善胃癌化疗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提高其治疗依从性及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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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support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as well as compliance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chemotherapy for gastric cancer　　SONG Fei，ZHANG Hexia，ZHANG Li，et al，The First 
Department of Oncology of Nanyang City Central Hospital，Nanyang 47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support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as well as 

compliance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chemotherapy for gastric cancer.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5 to De-

cember 2016，87 patients were chosen as study objects，and all of them were divided into 2 groups：44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psychological support + routine nurse）and 43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routine nurse only）. The anxi-

ety and depression mood，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quality of lif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improvement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intervention，the 

quality of life of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support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care can alleviat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improve the treatment com-

plianc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with chem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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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是我国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手术

切除是该疾病治疗的首选手段。但由于胃癌早期症

状不典型，部分患者就诊时已经丧失手术机会，故

化疗仍是胃癌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1］。化疗的毒副

作用较大，不仅对患者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也

给患者的心理上造成负担。既往研究发现，化疗患

者的不良心理状态可以导致患者对治疗的耐受性及

依从性，影响治疗效果及远期预后［2］。因此对胃癌

化疗的患者进行有效地心理干预是十分必要的。本

次研究旨在观察心理支持对胃癌化疗患者依从性及

生活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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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
月 ~2016 年 12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87 例接受化疗为

胃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 72 例，女性 15
例，患者年龄 41~75 岁，平均（60.4±11.8）岁。所

有患者均符合以下标准：（1）所有患者均经过病理

检查确诊为胃癌并初次接受化疗：（2）所有患者既

往无精神神经系统疾病及意识障碍，不伴有其他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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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躯体疾病，能够配合完成本次研究：（3）所有患

者均自愿参与本次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原则。

1.2　方法

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其中观察组 44 例，

对照组 43 例。对照组采用传统护理方式，包括入科

宣教育，说明化疗的目的、注意事项、可能的不良

反应及处理方式。观察组患者在上述干预的基础上

进行心理支持：（1）与患者营造良好的关系，根据

患者的年龄、性别、文化水平等选择合理的交流方

式，交流过程中注意倾听患者的感受，取得患者的

信任；（2）协助患者提高对疾病的认识水平，前 5 天

沟通过程中注意引导患者积极表达，了解其正确及

错误认知，第 6~10 天开始进行矫正，应用引导、安

慰、鼓励及启发等方式协助患者科学全面系统地认

识疾病及化疗的利弊，而不是单纯的灌输知识。（3）
根据患者的喜好及需求选择音乐疗法及芳香放松疗

法，帮助患者放松紧张情绪，保持愉悦心情。

1.3　观察指标

（1）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包括患者的性别、

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及婚姻状况。

（2）心理状态评估：患者出院后嘱患者每周复

诊 1 次，每次约半小时。所有患者均在干预前及干

预六个月后进行心理状态的评估。由患者自行填写

焦虑自评量表（SAS）及抑郁自评量表（SDS），以评

估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得分越高表明焦虑、抑

郁情绪越严重。评分前分别对患者解释各个项目的

意义及填写方法，匿名填写。

（3）比较两组患者干预期间对化疗的依从性，

比较自觉规范化化疗患者及监督规范化化疗的例数。

（4）患者生活质量评价采用我国于 1990 年制定

的肿瘤病人生活质量评分（QOL）草案，包括 12 个

项目（食欲、精神、睡眠、疲乏、疼痛、家庭理解

与配合、同事的理解与配合、自身对癌症的认识、

对治疗的态度、日常生活、治疗的副作用及面部表

情），每个项目打分为 1-5 分，满分 60，得分高者生

活质量高者生活质量高。

1.4　统计学处理

对所得数据采用 SPSS21.0 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以率或百分比（n，％）表示，比较采用 χ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及

婚姻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观察组 对照组 χ2 P

性别

　　男 36 36
0.125 ＞0.05

　　女 18 17

年龄

　　＜60岁 21 21
0.421 ＞0.05

　　≥60岁 23 22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3 4

0.674 ＞0.05
　　中学 8 7

　　高中及中专 22 21

　　大学及以上 11 11

收入水平（元/月）

　　＜1000 2 2

0.181 ＞0.05
　　1000~3000 31 30

　　3001~5000 9 8

　　＞5000 2 3

婚姻状态

　　未婚 1 0

0.295 ＞0.05

　　已婚 34 35

　　离异 5 4

　　丧偶 4 4

2.2　两组患者的 SAS、SDS 评分及依从性变化

两组患者干预前的 SAS 及 SDS 评分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干预后的 SDS 及 SAS

均显著降低（P<0.05），且观察组评分均显著低于对

照组（P<0.05）。观察组治疗依从性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2
表2　患者心理状态及依从性比较

观察组 对照组 t/χ2 P

SAS 干预前 42.9±6.8 42.1±7.0 0.932 ＞0.05

干预后 25.1±6.0* 34.1±4.1* 5.932 ＜0.05

SDS 干预前 43.1±7.0 43.2±8.1 0.832 ＞0.05

干预后 29.9±5.7* 36.1±5.2* 4.194 ＜0.05

依从性 自觉规范化化疗 37 19

＜0.05监督规范化化疗 7 24

注：与干预前相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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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比较

两组患者干预前的 QOL 评分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观察组干预后的 QOL 的明显上升

（P<0.05），对照组无明显变化（P>0.05）。两组患

者干预后的 QOL 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的QOL评分比较（x±s，分）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干预前 33.1±9.7 34.1±10.5 1.041 ＞0.05

干预后 44.9±7.2* 37.2±8.7 7.815 ＜0.05

注：与干预前相比，*P<0.05

3　讨论

胃癌是我国临床发病率最高的恶性消化系统肿

瘤，化疗是重要的治疗方式。临床研究发现，化疗

能够有效控制肿瘤的生长、缩小肿瘤体积并缓解病

情；术后辅助化疗能够有效降低肿瘤的转移率及复发

率，延长患者寿命［3，4］。但是化疗能够导致恶心、呕

吐及消化不良等胃肠道反应，患者身形消瘦、免疫

功能降低；部分患者出现掉发等反应，给患者造成沉

重的身心负担。同时，部分化疗药物的花费较高且

治疗持续时间较长，患者经济负担较重，患者可能

存在恐惧、焦虑及抑郁等负性情绪。随着生物 - 心

理 - 社会医学模式，心理干预对化疗患者的积极影

响逐渐引起临床上的重视，本次研究旨在观察心理

支持对胃癌化疗患者依从性及生活质量的影响［5-7］。

本次研究对观察组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根据患

者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因素与患者进行交流，

充分了解患者存在的错误认知及不安情绪，给予及

时的疏导，帮助患者正确认识及应对化疗的不良反

应。与干预前相比，观察组患者干预后的 SAS 及

SDS 评分较干预前显著降低，表明心理干预后患者

焦虑及抑郁情绪明显改善；观察组患者的 SAS 及 SD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这一结果说明增加心理支持

后较只予以常规护理能够更有效减轻患者的焦虑及

抑郁情绪［8，9］。

肿瘤患者的化疗持续过程较长，化疗过程中的

不良反应及不良情绪导致患者的治疗依从性降低，

本次研究中，对照组仅有 19 例患者能够自觉进行规

范化化疗，24 例患者需要在外界监督下进行规范化

化疗；观察组中 37 例患者能够自觉接受化疗，观察

组依从性显著优于对照组。不良情绪的改善及对疾

病和化疗建立正确认知能够有效提高患者对化疗的

耐受能力，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对患者的生活质量

进行评估，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随着

对病情及治疗认识的提高，患者的不良情绪缓解，

且心理状态的改善后患者与外界的交流增加，能够

获得更多的支持，生活质量明显提高［10］。

综上所述，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合并心理支持

能够更有效改善胃癌化疗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提

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及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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