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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介入式心理干预对结肠癌患者预后影响的研究

年　红 1 、 郑春娟 2 、 刑丽娜 1 、 王悦娜 1

【摘要】目的　研究全程介入式心理干预对结肠癌患者情绪、生活质量及生存期的影响。

方法　将 89 例结肠癌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全程介入式心理干预组（干预组）和常规治疗组（对照

组）。采用汉密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汉密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17 项版）、生活质量评定量表（Quality of Life Scale，QOL）对两组治疗前及治疗 6 个

月后进行评分。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 6 个月后 HAMA、HAMD、QOL 评分差异及两组患者 1

年、3 年、5 年存活率。结果　干预组治疗 6 个月后 HAMA、HAMD 评分较治疗前下降（P< 0.05），

QOL 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 6 个月后干预组 HAMA、HAMD 评分低

于对照组（P< 0.05），干预组 QOL 评分高于对照组（P< 0.05）。两组患者 1 年、3 年存活率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 0.05）。干预组 5 年存活率较对照组高（P< 0.05）。结论　全程介入式心理干预可

以改善结肠癌患者情绪，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及远期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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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the whole interventional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patients with colon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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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the whole interventional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colon cancer 

patients’ emotion，quality of life and survival rate. Methods　89 cases of patients with colon cancer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th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group who received the whole interventional psychological inter-

vention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therapy and the control group who only received conventional therapy. All patients 

were scored by HAMA and HAMD-17，QOL before and 6 months after treatment. The HAMA，HAMD，QOL scores 

in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6 months of treatment and the 1，3，5 years survival rate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

pared. Results　The HAMA，HAMD score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6 months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P<0.05），but the QOL score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After treat-

ment of 6 months，the HAMA and HAMD scores of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and QOL score significantly higher（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urvival rat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1 year and 3 years（P>0.05）. Howeve，the 5 years 

survival rate of the intervention group significantly increased（P<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can 

reduce negative emotion and increas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long-term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colon cancer.

【Key words】 Colon cancer；The whole interventional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Emotion；Quality of life；Sur-

vival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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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肠癌是消化道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1］。随着

医疗技术的进步，结肠癌的早期诊断率较前明显升

高［2］。结肠癌常规治疗方法主要是手术治疗和放化疗。

结肠癌的高复发率及高病死率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精神

刺激和心理压力。此外，手术创伤、术后造瘘口、放

化疗产生的恶心、呕吐、乏力等不良反应，也影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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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治疗疾病的信心，使患者产生较多负面情绪［3］。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恶性肿瘤对精神心理的负性作

用及精神心理因素对恶性肿瘤的影响得到极大关注。

精神心理因素与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转归密切相

关［4］。本研究在结肠癌常规治疗基础上，进一步行全

程介入式心理干预治疗，探讨全程心理干预治疗对结

肠癌患者情绪、生活质量及预后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09 年 5 月 ~2011 年 5 月在我院就诊的结

肠癌患者 89 例，随机分为全程介入式心理干预组

（干预组）44 例和常规治疗组（对照组）45 例。记

录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Duke 分

期、汉密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顿抑郁量表

（HAMD）（17 项版）、生活质量评定量表（QOL）评

分。治疗前两组患者年龄、性别、文化程度、Duke

分期、焦虑 / 抑郁程度、QOL 评分等比较，组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纳入标准：年龄 30~60
岁。病理诊断为结肠癌。自愿参与本研究。排

除标准：既往有其它肿瘤病史者。同时合并多

种原发肿瘤者。存在认知障碍不能配合调查及有

精神障碍病史者。本研究取得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

准且所有患者及家属均需签署治疗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方法

（1）两组患者均予以结肠癌手术治疗及术后放

化疗等常规治疗。在此基础上，干预组由经过培训的

专业人员进行全程介入式心理干预治疗：手术前阶

段。了解患者一般情况，根据患者接受能力和心理

承受能力，进行个体化健康教育，将疾病知识、手

术及术后治疗、可能出现的化疗副反应，饮食及运

动方式等告知患者。取得患者信任，采取个体化治

疗方案针对性解决患者的心理健康问题。手术后

阶段。采用放松技术、深呼吸、听音乐、交流等方

式缓解手术后不良情绪。积极与患者沟通放化疗可

能出现的问题及相应的治疗方法，取得患者的配合，

增强患者对疾病康复的信心，减轻患者由于不适产

生的负面情绪和精神心理问题。复查、随访阶段。

对患者进一步进行个体化宣教，同时加强与患者家

属沟通，给予患者家庭支持及心理关怀。及时了解

患者的精神心理状态，及时对负面情绪进行引导宣

泄。引导患者面对疾病，以愉快的心情配合治疗。 

（2）采用 HAMA、HAMD（17 项版）、QOL 评分对

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 6 个月进行评分。HAMA>14

分为存在焦虑。HAMD>17 分为存在抑郁；QOL<20 分，

生活质量极差；21~30 分，生活质量差；31~40 分，生

活质量一般；41~50 分，生活质量较好；51~60 分，生

活质量良好［5］。对患者进行随访，记录两组患者 1 年、

3 年及 5 年生存率。排除随访过程中脱落或中途各种

原因退出的病例。最终，总共有 76 例结肠癌患者完成

5 年随访，其中对照组 38 例，干预组 38 例。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以率（n，％）表示，比较采用 χ2 检验。检

验水准为α= 0.05，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一般资料比较

干预组 HAMA 评分为 24.7±6.4（分），对照组为

21.9±6.2（分），均 >20 分，表明两组患者整体存在焦

虑；干预组 HAMD 评分为 18.2±4.1（分），对照组为

16.5±4.0（分），均 >14 分，表明两组患者整体存在抑

郁；干预组 QOL 评分为 34.3±5.8（分），对照组为 35.5
±7.2（分），表明两组患者整体生活质量一般。见表 1。

表1　治疗前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对照组 干预组 t/χ2 P

年龄 50.3±6.6 50.1±6.7 0.191 0.849

性别（男） 18 16 0.223 0.637

受教育年限（年） 6.7±2.6 6.6±2.2 0.239 0.812

Duke分期 A 6 5

0.701 0.873
B 12 10

C 9 12

D 11 11

HAMA 21.9±6.2 21.7±6.4 1.963 0.053

HAMD 16.5±4.0 17.2±4.1 1.912 0.062

QOL 35.5±7.2 35.3±6.8 0.778 0.433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 6 个月后 HAMA、

HAMD、QOL 评分比较

治疗 6 个月后，干预组 HAMA 评分、HAMD 评

分较治疗前均明显下降（P<0.05），QOL 评分较治疗

前升高不明显（P>0.05）。治疗 6 个月后，干预组平

均 HAMA 评分、HAMD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组 QOL 评分高于对

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两组患者治疗 1 年，3 年和 5 年后存活率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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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治疗1年，3年和5年后存活率比较（n，％）

分组 例数 1年 3年 5年

对照组 38 35（92.1％） 29（76.3％） 20（55.3％）

干预组 38 36（94.7％） 32（84.2％） 29（76.3％）

χ2 0.215 0.748 4.653

P 0.643 0.386 0.031

3　讨论

恶性肿瘤常规的治疗方法为手术、放化疗、生物

靶向治疗等治疗方法。但所有这些治疗均未考虑到患

者的精神心理因素。而精神心理因素在疾病的发生、

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恶性肿瘤给患者和家属带来巨

大的精神心理负担，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影

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疾病转归［6］。恶性肿瘤患者机体

免疫功能失调，而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可进一步降

低机体免疫力，加速肿瘤的进展，促进恶性肿瘤的

生长和转移，给患者病情治疗疗效产生严重的负面影

响［7］。抑郁焦虑障碍在恶性实体瘤患者中的发病率高

达 56％［8］。心理干预是通过对患者的心理活动施加影

响，使之朝向预期目标方向发生变化。积极的有针对

性的心理干预对患者自信心的建立、情绪的改善、生

活治疗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9］。Jahn 等［10］研究显示经

全程心理干预治疗后乳腺癌患者的癌症复发率和病死

率均降低。孙红梅等［11］研究显示心理干预可减直肠癌

患者术后结肠造口产生的情绪应激。

本研究治疗 6 个月后，干预组平均 HAMA 评分、

HAMD 评分较治疗前下降，QOL 评分较治疗前升高

不明显。同时干预组平均 HAMA 评分、HAMD 评分

均低于对照组，QOL 评分高于对照组。表明全程介

入式心理干预治疗可降低结肠癌患者的焦虑抑郁评

分，改善患者情绪，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干预组患

者 1 年、3 年存活率与对照组比较无明显差异，5 年

存活率较对照组高，表明全程介入式心理干预可提

高结肠癌患者 5 年存活率，改善患者远期预后。

综上所述，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增加全程介入

式心理干预，可以更好地缓解结肠癌患者的焦虑抑

郁情绪，改善生活质量和远期预后，值得临床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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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组 1 年、3 年存活率（94.7％，84.2％）与

对照组（92.1％，76.3％）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5 年存活率（76.3％）较对照组（55.3％）

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6个月后HAMA、HAMD、QOL评分比较（x±s，分）

分组 例数
HAMA HAMD QO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38 21.9±6.2 24.9±5.4 16.5±4.0 18.3±4.5 35.5±7.2 32.1±5.7

干预组 38 21.7±6.4 20.0±6.1 17.2±4.1 15.7±4.1 35.3±6.8 36.1±7.3

t 2.229 2.229 2.568 2.568 2.077 2.077

P 0.029 0.029 0.012 0.012 0.041 0.0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