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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认知行为干预结合心理护理对子宫内膜癌患者心理应激 
和应对方式的影响

刘明蓉 、 邓莉华 、 邹玉仙 、 文　婷

【摘要】目的　探讨强化认知行为干预结合心理护理对子宫内膜癌患者心理应激和应对方式的影

响观察。方法　选取我院 2015 年 1 月 ~2017 年月间收治的 70 例子宫内膜癌患者，按随机的原则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35 例。两组患者均进行对症治疗和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

础上加以实施强化认知行为干预结合心理护理进行干预。采用 SCL-90 症状自评量表对患者的心理

应激水平进行评估和比较，以及采用医学应对方式问卷（MCMQ）量表评估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应对

方式，同时比较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 SCL-90 症状自评量表评分明

显更优（P< 0.05）；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MCMQ 量表评分无统计学差异（P> 0.05），干预后，观察组

患者的 MCMQ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和干预前（P< 0.05）；此外，在采取不同方式进行干预后，观察组

的情感职能，精神健康，产妇活力，社会功能，生理职能，生理功能，躯体疼痛及总体健康等维度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强化认知行为干预结合心理护理可

以有效减轻子宫内膜癌患者的心理应激反应，并提高了患者积极的行为应对方式和生活质量，值得

推荐。

【关键词】认知行为；心理护理；子宫内膜癌；应对方式

【中图分类号】R749.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18）06-1116-04

Effect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coping style of patients with endometrial cancer　　LIU Mingrong，DENG Lihua，ZOU Yuxian，et al. Suin-
ing Central Hospital in Sichuan Province，Suining 629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coping style of patients with endometrial cancer. Methods　70 cases of endometrial 

carcinoma were selected from January 2015 to 2017 in our hospital.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random，35 cases in each group.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symptom-

atic treatment and routine care，the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on the basi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trol group，

strengthening cogn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care for intervention. The SCL-90 symp-

tom checklist on psychological stress of patients were assessed and compared，and the Medical Coping Style Question-

naire（MCMQ）scale to assess coping style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and quality of lif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the observation group SCL-90 symp-

tom checklist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P<0.05）；before the intervention，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MCMQ scale 

sco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after the intervention，MCMQ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

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before intervention（P<0.05）；in addition，in take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intervention，emotional function，observation group maternal mental health，vitality，social function，physiological 

function，physiological function，body pain and general health dimension scores were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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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癌即为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该

疾病通常发病于围绝经期和绝经后女性［1，2］。在临床

中，针对该疾病的治疗方式通常采用手术，给患者

的治疗带来了一定效果［3，4］。但是，由于手术本身会

导致一定的创伤，其会造成患者在一定程度上的生

理和心理不适，所以患病者常常会伴有忧郁、焦虑

等负性情绪，容易拖延患者的恢复，导致生活质量

低下，给综合治疗和护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相关研究［5］发现，缺乏正确的认知和行为是导致子

宫内膜癌患者产生不良情绪的重要原因之一。本研

究对收治的子宫内膜癌患者实施了强化认知行为干

预结合心理护理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5 年 1 月 ~2017 年月间收治的 70
例子宫内膜癌患者。入选标准：（1）经相关影像学

以及病理学检查确诊为子宫内膜癌；（2）具备理解

及认知能力；（3）对本研究知情同意，且本身意识

清楚，能对本次调查的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同时

排除受排除有基本感觉、认知、语言、行为、智力

及运动等生活功能障碍等患者。将符合以上标准的

患者按照随机的方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5 例，

其中观察组的患者平均年龄为 27~48（31.20±2.94）

岁，Ⅰ期 19 例、Ⅱ期 12 例、Ⅲ期 2 例，行经年限

为 28~32（29.90±2.51）年，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22
例，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13 例；对照组的患者平均年

龄为 25 至 46（33.10±3.44）岁，Ⅰ期 20 例、Ⅱ期 

10 例、Ⅲ期 3 例，行经年限为 27~31（28.22±2.30）

年，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19 例，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16
例。经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均无明显的差异

性（P>0.05）。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进行对症治疗和常规护理，观察组

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以实施强化认知行为干预

结合心理护理进行干预，具体方法如下：（1）强化

认知行为干预：组建护理小组，包括 3 名护士、2 名

主管护师，且经过心理培训师培训。首先由小组的

护理人员通过 SCL-90 症状自评量测试、分析结果和

访谈，总和评估子宫内膜癌患者的心理状态，再实

施针对性的认知行为干预。为保证患者隐私，即采

取一对一的个体化辅导，采用健康宣教的方式告知

患者及其家属治疗的目的、方法和必要性，取得其

的配合支持，促进本次调查顺利进行。实施干预的

地点选择在我院的心理诊室，每周至少安排五天进

行辅导，时间为 3：00~7：00pm。护理人员可以通过

关注、共情、理解和支持等方式与患者建立良好的

护患关系，待取得其的信任后，再进一步帮助和指

导患者认识到自身现存的危险因素和护理状况，再

采用语义分析技术帮助患者纠正自身的错误认知，

进而提高正确的行为。此外，及时强化患者的积极

表现，督促其反省获得强化后的情绪体验，使之更

为积极的培养正确认知行为。（2）心理护理：护理人

员应将心理护理措施贯穿于患者整个住院的期间，

并将该措施延伸至院外。根据患者的不同心理特征

选择合适的心理调节方法，转移患者注意力，通过

引导倾听以及播放患者喜欢的音乐等方式促使患者

宣泄治疗前的紧张和不安情绪，并可以将同类型疾

病的患者安排在同一个病房，促进患者间的相互沟

通、相互启发和互助的作用。此外，努力完善家属

的支持系统，使家属为患者提供精神和经济支持。

1.3　观察指标

采用 SCL-90 症状自评量表对患者的心理应激

水平进行评估和比较，以及采用医学应对方式问卷

（MCMQ）量表评估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应对方式，

同时比较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21.0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计量

测量结果资料使用 x±s 表示，两组之间差异的比较

使用 t 检验、 χ2 检验。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 SCL-90 症状自评量表比较

与干预前相比，干预后的 SCL-90 症状自评量表

评分明显更低，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 SCL-90 症状

自评量表评分明显更低（P<0.05），详见表 1。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Strengthening cogn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and 

psychological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psychological stress reaction of patients with endometrial cancer，and 

improve the positive behavior，coping styl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It is worth recommending.

【Keyword】 Cognitive behavior；Psychological care；Endometrial cancer；Coping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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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SCL-90症状自评量表比较

项目
干预前

t值 P
干预后

t值 P
观察组 对照组 观察组 对照组

躯体化 2.0±0.5 2.1±0.4 0.332 >0.05 1.2±0.4 1.8±0.5 1.042 <0.05

强迫 2.0±0.6 1.9±0.5 0.279 >0.05 1.3±0.4 1.7±0.4 1.003 <0.05

人际敏感 2.1±0.6 2.2±0.4 0.220 >0.05 1.5±0.5 1.8±0.6 1.105 <0.05

抑郁 2.5±0.7 2.5±0.8 0.224 >0.05 1.7±0.5 2.2±0.5 1.201 <0.05

焦虑 2.6±0.9 2.6±0.7 0.101 >0.05 1.7±0.6 2.3±0.7 1.229 <0.05

敌对 1.7±0.5 1.9±0.6 0.229 >0.05 1.2±0.4 1.6±0.5 0.998 <0.05

恐怖 1.6±0.5 1.6±0.6 0.113 >0.05 1.0±0.3 1.4±0.4 0.892 <0.05

偏执 1.8±0.8 1.7±0.5 0.302 >0.05 1.1±0.6 1.5±0.5 0.783 <0.05

精神病性 1.5±0.4 1.6±0.5 0.222 >0.05 1.0±0.3 1.4±0.4 0.892 <0.05

2.2　两组患者的 MCMQ 量表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MCMQ 量表评分无统计学

差异（P>0.05），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 MCMQ 评分

明显优于对照组和干预前（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的MCMQ量表评分比较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面对 回避 屈服 面对 回避 屈服

观察组 15.7±2.4 17.3±5.1 15.2±4.4 20.8±4.4 11.5±3.1 5.9±1.9

对照组 16.1±3.2 17.5±5.3 14.9±4.1 17.9±4.8 15.8±4.4 11.8±3.9

t值  1.022  1.171  0.778  3.828  4.022  4.988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2.3　两组干预前后 SF-36 评分对比

在采取不同方式进行干预后，观察组的情感职

能，精神健康，产妇活力，社会功能，生理职能，

生理功能，躯体疼痛及总体健康等维度评分，均高

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3　两组干预前后SF-36评分对比（x±s，分）

项目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观察组 t P 对照组 观察组 t P

活力 52.6±3.5 53.1±3.8 0.642 >0.05 58.7±4.8 71.3±4.5 12.703 <0.05

情感职能 39.4±3.5 39.0±3.2 0.559 >0.05 44.9±3.1 55.8±3.9 14.513 <0.05

社会功能 59.1±3.9 59.2±3.5 0.127 >0.05 63.1±3.5 72.4±4.1 11.444 <0.05

精神健康 58.1±3.6 57.7±3.3 0.543 >0.05 60.5±3.9 70.2±4.7 10.535 <0.05

生理功能 44.1±4.4 44.5±4.6 0.417 >0.05 46.1±3.7 61.7±4.3 18.241 <0.05

生理职能 28.0±2.9 27.3±3.1 1.094 >0.05 32.3±3.4 44.1±3.5 17.400 <0.05

躯体疼痛 36.9±2.9 36.3±3.3 0.906 >0.05 39.6±5.2 51.3±4.4 11.393 <0.05

总体健康 38.7±3.7 39.1±3.3 0.535 >0.05 42.4±4.8 54.1±4.6 11.673 <0.05

3　讨论

子宫内膜癌是妇科疾病中较为常见的疾病之一，

针对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可以通过实施及时的手术

和化疗进行治疗，通常情况下，患者可以获得 5 年

左右的存活率［6-7］。但是，尽管手术治疗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但是由于手术和化疗本身具有一定的创伤

性，患者在接受治疗时易产生强烈的身心应激反应，

尤其在进行化疗时，90％肿瘤患者初次化疗会出现

程度不一的恶心、呕吐、疲乏等，导致焦虑和抑郁

等负性情绪的产生，加之，多数患者缺乏对手术和

化疗的不了解导致其产生错误的认知，进而降低了

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8］。

本研究发现，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SCL-90 各维度

得分均较高，这说明了子宫内膜癌患者均存在了较

为明显的负性情绪，而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SCL-90
各维度得分有了明显改善，但观察组的得分更显著

于对照组，这亦说明了在治疗外辅助护理措施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不良情绪，但是常规护理具有单

一性，仅在客观因素的改善中起到了作用，而强化

认知行为干预结合心理护理可以将客观因素和主观

因素综合引起的不良情绪同时进行改善，因而后者

效果更明显。相关文献表明［9］，个体在高应激状态

下如不能采取良好的应对方式，即会造成自身心理

损害的危险率达 43.3％，为普通人的两倍。因而，

在此情况下，培养正确的行为认知和建立正确的应

对方式显得尤为重要。笔者通过对患者进行正确的

行为认知培养，即从确定患者认知程度开始，再通

过一系列的一对一的个体化宣教和心理干预等措施，

帮助患者自己幡然醒悟，同时进行再强化和鼓励患

者正确行为，加深患者的健康认知和行为。结果中

表 2 提示该措施通过心理引导和健康宣教帮助患者

建立起正确的认知，促进患者的负性生活事件的正

确评估，避免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以更具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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