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8 年第 45 卷第 5 期- 928 -

◎

护
理
探
讨◎

 N
ursing discussion

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焦虑状态和生活质量情况及心理干预的价值研究

张红菊 、 燕　蕾 、 罗欣月 、 袁　媛

【摘要】目的　调查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的情绪状态和生活质量，分析心理干预的临床效果。

方法　调查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情绪状态、睡眠质量、生活质量以及影响患者心理状态的现实、家

庭与身体问题调查进行问卷调查，并实施心理护理干预，6 周后观察护理效果。结果　95 例患者

均存在不同程度焦虑抑郁症状、睡眠障碍和生活质量下降问题，外表缺陷、洗澡或穿着、化疗毒

副反应问题、家庭经济问题是影响患者心理状态的主要原因；实施心理护理干预后患者焦虑抑郁评

分、睡眠质量各项评分及生活质量各项评分均较干预前有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普遍存在焦虑抑郁、睡眠障碍和生活质量下降问题，实施心理护理干预

能够有效解决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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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al stat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treated with postoperative chemothera-
py，and effectiveness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ZHANG Hongju，YAN Lei，LUO Xinyue，et al.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Dazu people's Hospital，Chongqing 40236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motional stat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treated 

with postoperative chemotherapy，and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these patients. 

Methods　Emotional state，quality of life，sleep quality were assessed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who were treated 

with postoperative chemotherapy. Family and physical problems were also assessed by using questionnaires. Psychologi-

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was implemented，and the effeteness was assessed after six weeks intervention. Results　All 

patients have different level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ymptoms，sleep disorders and lower quality of life，appearance 

defects，taking a bath，or dress，toxic and side reaction of chemotherapy，family economic problems is a major cause 

of affected patients psychological state. The scores of SAS，SDS，sleep quality，quality of life after interfere were bet-

ter than before interfere（P<0.05）. Conclusio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treated with postoperative chemotherapy 

have many psychological problems，such as anxiety，depression，sleep disorders，and lower quality of life. There 

problems can be treated by using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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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是女性常见恶性肿瘤，近几年其发病率

逐年升高且呈年轻化趋势，以手术和化疗组成的综

合治疗方案是目前治疗该病的主要手段［1］。但临床

研究表明，手术对女性特征影响明显，而长期化疗

又会引起脱发、胃肠功能紊乱等多种毒副反应，因

此患者容易出现焦虑、抑郁、孤僻等不良情绪状态，

影响预后和生活质量［2］。针对我院乳腺癌术后化疗

患者的焦虑状态和生活质量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拟定了一套科学可行的心理护理干预

措施，应用效果较为满意，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15 年 1 月 ~2016 年 12 月我院接诊的 95 例

乳腺癌患者纳入本研究。纳入标准：女性；符合《中

国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范（2011 版）》［3］中

乳腺癌相关诊断标准，且经手术与病理学检查证实；

［作者工作单位］重庆市大足区人民医院普外科（重庆，402360）。

［第一作者简介］张红菊（1987.06-），女，重庆人，大专，护师，研究方向：乳腺癌化疗护理。

［通讯作者］燕蕾（Email：yancaoyutian@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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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接受乳腺癌根治术治疗；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

标准：合并其他恶性肿瘤者；有全身血液系统或免疫

系统疾病者；预计生存期低于 12 个月者；有精神疾

病或交流障碍者；依从性差无法配合完成护理干预和

随访者。患者年龄为 22~50 岁，平均年龄为（40.47
±6.68）岁，学历：小学 11 例、初中 27 例、高中 31
例、大专及以上 26 例，TNM 分期：Ⅰ期 30 例、Ⅱ期

44 例、Ⅲ期 21 例。

1.2　调查方法

调查 95 例患者的心理状态、睡眠状态、生活质

量以及影响患者心理状态的现实、家庭与身体问题。

采用现场填写、现场回收评估的方式进行调查，调

查人员负责对问卷内容进行解释，确保患者对问卷

内容充分了解，所有问卷均为有效问卷。

1.3　护理干预方法

所有患者均在健康宣教、饮食控制、运动指导、

遵医嘱用药、毒副反应防治等常规护理的基础上接

受心理干预：①优化护患关系。通过真诚、细心的沟

通获取患者信任，耐心倾听患者的倾诉，积极给予

鼓励和安慰，建立良好的呼唤关系，通过多次交流

沟通了解患者的情绪状态、心理症结，并掌握患者

的家庭情况、性格特点、认知能力等，为实施心理

护理提供依据。②认知支持。针对患者的理解能力

不同合理组织语言讲解乳腺癌和化疗相关知识，提

高患者对乳腺癌和化疗的正确认知，提高其对术后

形态改变以及化疗毒副反应的了解度，让其有心理

准备，鼓励患者积极面对治疗［4］。③肌肉松弛疗法。

指导患者学会闭目放松全身肌肉、减慢呼吸节律技

巧，以缓解压力和消除不良情绪，每次半小时，每

日 1~2 次。④陶冶性情。通过健康运动、看书、听

音乐等形式丰富患者的生活，舒缓和排解心理压力，

转移注意力，提高其生活积极性。⑤特殊心理支持。

为乳房切除和化疗后脱发严重且有美容需求者推荐

安全的乳房重建手术、佩戴义乳和假发的方法和渠

道，帮助其重建生活信心［5］。⑥家庭与社会支持。

鼓励家属和亲友多对患者进行关怀，对患者的躯体

变化表示理解和安慰，为患者营造良好的家庭社会

氛围，逐步提高其社会功能。

连续干预 6 周后观察护理效果。

1.4　问卷标准

心理状态使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

量表（SDS）［6］进行评估，两个量表均各包括 20 个题

目，SAS ＞ 50 分表示存在焦虑状态，SDS ＞ 53 分表

示存在抑郁状态，评分越高表示焦虑、抑郁状态越

严重。

睡 眠 状 态 使 用 匹 兹 堡 睡 眠 质 量 指 数 量 表

（PSQI）［7］进行评估，包括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

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等 5 个维度，评分越

高表示睡眠质量越差。

生 活 质 量 使 用 欧 洲 癌 症 生 活 质 量 核 心 量 表

（EORTC QLQ-C30）［8］进行评估，涉及功能子量表

（躯体功能、角色功能、认知功能、情绪功能、社

会功能）、症状子量表（恶心呕吐、疲劳、疼痛）等 8
个维度，共 30 个题目，功能子量表评分越高表示该

维度质量越好，症状子量表评分越低表示该维度质

量越好。

1.5　统计学分析

运用 SPSS 21.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和分

析，计量数据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符合

正态分布时采用两个独立样本 t 检验，非正态分布采

用非参数检验，计数数据用百分比（％）表示，采用

卡方（χ2）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情绪状态、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情况调查

95 例患者 SAS 平均评分＞ 50 分，SDS 平均评

分＞ 53 分，表明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焦虑抑郁状态；

PSQI 各项评分普遍偏高，尤其是入睡时间和睡眠质

量较高，表明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睡眠障碍；生活质量

功能子量表各项评分均未超过 60 分，其中情绪功能

和社会功能评分最低，生活质量症状子量表各项评

分均超过 30 分，其中疲劳评分最高，表明患者存在

不同程度功能下降和毒副反应，见表 2、3。

2.2　影响患者心理状态的现实、家庭与身体问

题调查

调查研究显示：身体问题中的外表缺陷、洗澡

或穿着、化疗毒副反应问题与现实问题中的家庭经

济问题是影响患者心理状态的主要原因，见表 1。

2.3　干预前后心理和睡眠状态评分对比

患者干预后 SAS、SDS、睡眠质量、入睡时间、

睡眠时间、睡眠效率及睡眠障碍评分均明显低于干

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4　干预前后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患者干预后躯体功能、角色功能、认知功能、

情绪功能及社会功能评分均明显高于干预前，恶心

呕吐、疲劳及疼痛评分均明显低于干预前，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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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影响患者心理状态的现实、家庭与身体问题调查［n，％］

问题 n（％）

现实问题 子女照料问题 31（32.63）

家庭经济问题 51（53.68）

工作或学习问题 35（36.84）

家庭问题 与配偶相处问题 28（29.47）

与其他家庭成员相处问题 16（16.84）

身体问题 外表缺陷 91（95.79）

洗澡或穿着 88（92.63）

化疗毒副反应问题 60（63.16）

性生活问题 11（11.58）

术侧肢体活动受限 2（2.11）

3　讨论

乳腺癌对患者的躯体、心理及社会等多方面均

会产生影响，而在根治术后长期化疗期间影响更加

明显［9］。调查研究显示，乳腺癌患者较其他恶性肿

瘤患者更易出现心理障碍，且行辅助化疗治疗时发

生心理障碍的风险更高。这主要是由于乳腺癌患者

多为女性，对自身的躯体形象有较高的要求，尤其

是年轻女性要求更高［10］。乳腺癌根治术破坏了女性

第二性器官完整性，对婚姻和家庭有明显影响，同

时术后化疗所致的脱发、胃肠功能紊乱等问题也严

重影响着患者的正常生活。本研究结果也显示，乳

腺癌术后化疗患者 SAS 平均评分＞ 50 分，SDS 平均

评分＞ 53 分，表明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焦虑抑郁状态，

表2　干预前后心理和睡眠状态评分对比［分，x±s］

时间 SAS SDS 睡眠质量 入睡时间 睡眠时间 睡眠效率 睡眠障碍

干预前 54.12±6.57 56.24±6.71 1.44±0.29 1.71±0.42 1.20±0.35 0.94±0.28 1.18±0.44

干预后 42.02±6.49* 44.59±6.30* 1.09±0.23* 1.25±0.30* 0.52±0.18* 0.59±0.20* 0.82±0.22*

注：与干预前对比，*P<0.05

表3　干预前后生活质量评分对比［分，x±s］

时间 躯体功能 角色功能 认知功能 情绪功能 社会功能 恶心呕吐 疲劳 疼痛

干预前 58.25±6.41 50.06±7.03 58.05±7.16 41.47±6.39 41.22±6.48 35.15±5.85 49.03±6.12 30.08±6.22

干预后 74.14±8.06* 64.24±8.12* 69.74±8.17* 56.86±7.08* 55.15±7.25* 21.95±4.73* 38.88±5.06* 21.02±6.18*

注：与干预前对比，*P<0.05

与上述研究相符。同时患者 PSQI 各项评分和生活质

量各项评分均较差，可见患者存在明显睡眠障碍和

生活质量下降情况，与不良情绪状态有一定联系。

心理障碍会对患者生活质量甚至治疗结局产生明显

影响。因此，及时发现患者的心理问题进行早期干

预对改善患者预后有重要意义。

有研究指出，患者焦虑、抑郁症状越多心理状

态和认知功能越差［11］。进一步对影响患者心理状态

的现实、家庭与身体问题进行调查发现，身体问题

中的外表缺陷、洗澡或穿着、化疗毒副反应问题与

现实问题中的家庭经济问题是影响患者心理状态的

主要原因，这与 Anderson 等［12］的研究相符。因此，

实施心理干预可以从上述问题出发进行针对性干预。

我院结合多年护理经验从优化护患关系、认知支持、

肌肉松弛疗法、陶冶性情、特殊心理支持以及家庭

与社会支持等方面进行综合干预。其中优化护患关

系是开展心理护理干预的基础，只有全面掌握患者

的情况，明确其心理状态和心理症结，从根源出发

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认知支持、肌肉松弛疗

法和陶冶性情则是从不同角度帮助患者提高心理抵

抗力，减少或消除不良情绪对患者的影响。特殊心

理支持则通过医学手段对躯体缺陷进行弥补，符合

患者的美学需求。家庭与社会支持则有利于患者社

会功能的恢复，是心理干预的重要环节。

本研究结果显示，实施心理护理干预后患者

SAS、SDS、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

效率及睡眠障碍评分均明显低于干预前，躯体功能、

角色功能、认知功能、情绪功能及社会功能评分均

明显高于干预前，恶心呕吐、疲劳及疼痛评分均明

显低于干预前，可见针对影响患者心理状态的现实、

家庭与身体问题实施心理护理干预有利于改善患者

的心理状态，从而改善其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

总之，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普遍存在焦虑抑郁、

睡眠障碍和生活质量下降问题，实施心理护理干预

能够有效解决上述问题，临床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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