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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癌手术患者实施术前心理干预护理的效果

李彦丽 、 黄雪飞 、 毛　翔 、 李　娟

【摘要】目的　探究甲状腺癌手术患者术前心理干预护理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60 例甲状腺癌

手术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观察组，每组 30 例；对照组予以围术期传统护理，观察组提供术前心

理干预护理；观察两组患者的焦虑自评量量表（SAS）评分、抑郁自评量量表（SDS）评分、认知度评

分、治疗依从性评分、护理满意度评分及生理指标变化情况。 结果　观察组护理后，SAS 评分，SD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认知度评分，治疗依从性评分，护理满意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且生理指标变化情况亦优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甲状腺癌手术患者予以术前心理干预护理，可

更好地改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提高疾病认知度及治疗依从性，有利于患者心率、血压的调整。

【关键词】甲状腺癌；术前心理干预；焦虑；抑郁

【中图分类号】R749.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19）03-0558-03

Effect of preopera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patients with thyroid cancer surgery 
　　LI Yanli，HUANG Xuefei，MAO Xiang，et al. Hubei Shiyan Dongfeng company Dongfeng company General hos-
pital hepatobiliary thyroid surgery，Shiyan 442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preopera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patients with thyroid 

cancer surgery. Method　60 patients with thyroid carcinoma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3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conventional nursing care 

whil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preopera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one. Scores of SAS，SDS，recognition，treatment compliance，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scores of SAS and SDSwere low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P<0.05）. The scores of recognition，treatment compliance，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high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and the change of physiological in-

dexes were also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Preopera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

tion can be better to improve the patient's anxiety，and depression emotions，also improve the recognition，treatment 

compliance，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ith thyroid cancer surgery. It can also be more effective to regulate the 

patient's heart rate，blood pressure，and other physiological parameters.

【Key words】Thyroid cancer；Preopera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Anxiety；Depression

甲状腺癌导致气管受压迫，出现局部压迫疼痛、

呼吸困难等临床表现，多行手术切除甲状腺治疗［1-2］。

患者于术前易产生紧张、焦虑级抑郁等负面心理［3］。

相关研究表明，甲状腺癌手术患者术前心理干预护

理对其预后情况具有重大的意义［4］。为探讨术前心

理干预对甲状腺癌患者的临床有效性，进行了本研

究，具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本院 2016 年 2 月 ~2017 年 1 月收治的 60 例

甲状腺癌手术患者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采取信封

式随机分组为对照组、观察组，

对照组：男性患者 10 例，女性患者 20 例；年龄

（29~60）岁，平均（42.77±6.27）岁；病程 6 个月 ~5
年，平均（2.87±0.56）年；其中包括 13 例滤泡状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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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12 例乳头状癌患者及 5 例癌患者；手术方式

为腹腔镜甲状腺癌切除术患者 24 例，传统甲状腺癌

切除术患者 6 例；文化程度为大学 5 例，高中 8 例，

初中 6 例，小学 11 例。

观察组：男性患者 9 例，女性患者 21 例，年龄

（29~63）岁，平均（43.28±6.37）岁，病程 7 个月

~5 年，平均（2.98±0.59）年，其中包括 14 例滤泡状

癌患者，13 例乳头状癌患者及 3 例癌患者；手术方

式为腹腔镜甲状腺癌切除术患者 23 例，传统甲状腺

癌切除术患者 7 例；文化程度为大学 4 例，高中 8 例，

初中 8 例，小学 10 例。

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癌症分型、手术方法

及文化程度等资料无统计学差异性（P>0.05）。本研

究通过我院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所有患者均自

愿参加。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实施传统护理干预如术前准备、术中维

持静脉、氧气通道，术后的用药、饮食及身体康复

相关护理等。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提供心理干预服务，具

体措施如下：

1）术前心理护理：于患者入院起，提供细致、

热心的服务，向患者介绍责任护士，主治医师，告

知患者住院期间注意事项。对患者的病情及资料进

行收集，并对患者的心理特征及家庭情况进行了解，

对术前对患者的焦虑、抑郁等心理进行干预，倾听

患者的主诉，并动员家属一同鼓励，使其感受家属

及医护人员的关爱，安心接受手术［5］。对术前高度

焦虑、紧张且心率、血压等生理指标异常波动的患

者，由心理医生进行 1~2h 个体化心理疏导治疗。

2）术前健康教育：对确认予以手术的患者，于

手术前向患者讲解甲状腺癌的致病因素、发展、治

疗方法及预后情况，告知手术治疗为疾病治疗的有

效且安全的方法，提升患者对疾病的认知度，并告

知患者术后预防并发症的方法，对患者在术前的提

问耐心的解答，消除患者的疑虑和不安［6］。

3）术前环境护理：术前一天，医护人员应营造

舒适、安静的病房环境，控制探访人员的数量，保

证患者有充足的休息时间。可通过播放轻音乐缓解

患者的紧张的情绪，可依据患者的具体情况于术前

予以适量镇静药物［7］。

1.3　观察指标

观察并统计 2 组患者的焦虑自评量量表（SAS）

评分、抑郁自评量量表（SDS）评分、认知度评分、

治疗依从性评分、护理满意度评分及生理指标变

化情况（心率、收缩压、舒张压）。SAS 和 SDS 用

于评估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得分越高表明患

者焦虑、抑郁情绪越严重。患者的认知度评分范

围为（0~100）分，评分越高，则表示患者越为舒

适，由患者本人自行评定。护理满意度评分范围为

（0~100）分，评分越高则表示患者对护理措施越满

意，由患者本人自行评定。患者的治疗依从性评分

范围为（0~100）分，评分越高则代表患者的治疗依

从性越高，由医护人员评定［8］。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上述指标测量结果，组间

无明显差异（P>0.05）。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0.0 分析处理，计数资料以（n，％）

表示，通过 χ2 检验进行数据比较，计量资料以（x
±s）表示，通过 t 检验进行数据比较，P<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 SAS 评分、SDS 评分对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 SAS 和 SDS 评分组间无明

显差异（P>0.05）；护理干预后，观察组 SAS、SD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2组患者SAS评分、SDS评分（x±s，分）

组别 n SAS评分 SDS评分

对照组 30 52.76±5.18 51.93±5.03

观察组 30 30.72±4.87 30.45±4.24

t 16.98 17.88

P 0.01 0.01

2.2 　两组患者认知度评分、治疗依从性评分、

护理满意度评分对比

护理干预后，观察组认知度、依从性、满意度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2　对比2组患者认知度评分、治疗依从性评分及护理满意

度评分（x±s，分）

组别 n 认知度评分 治疗依从性评分 护理满意度评分

对照组 30 78.76±6.28 79.99±6.27 80.45±6.26

观察组 30 90.14±6.11 91.44±6.76 92.44±7.28

t 7.11 6.80 6.84

P 0.01 0.01 0.01

2.3　两组患者生理指标变化情况对比

护理干预后，观察组生理指标变化情况均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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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3　2组患者生理指标变化情况（x±s，分）

组别 n 心率（次/min） 收缩压（mmHg） 舒张压（mmHg）

对照组 30 91.46±5.82 145.26±6.83 92.67±7.98

观察组 30 80.27±6.24 133.77±6.27 83.47±7.46

t 7.18 6.88 4.61

P 0.01 0.01 0.01

3　讨论

相关研究表明，甲状腺癌发病率与患者的性别、

种族及环境具有一定关系，其女性的发病率远高于

男性［9］。雌激素可通过对甲状腺生长的影响，促使

TSH 的释放从而对甲状腺进行作用，间接的导致甲

状腺癌的发生。

临床中对于甲状腺癌患者多采取甲状腺切除术

治疗。相关研究表明，甲状腺癌对患者的心理状态

产生严重影响，合并甲状腺切除手术亦为影响患者

心理的应激因素，故两种心理效应叠加，致使甲状

腺癌患者于术前的身心应激反应强烈，主要以抑郁、

焦虑等不同程度的负面情绪为主。且大部分患者对

疾病的认知缺乏系统科学的了解，亦增加了心中不

安、焦虑及抑郁感，由于情绪的波动，对血压及心

率造成不利影响［10］。不仅如此，于甲状腺切除术后，

患者的形象较之前相比具有差异，影响了患者外表

的美观性，使得患者的自信心下降，术后心情不佳，

易导致癌细胞的转移及复发。上述负面心理状态对

患者于术中及术后的手术效果及预后情况产生严重

影响，故于术前给予对甲状腺癌的知识的掌握，致

病因素及患者的心理特征予以分析，对其实施有效

的心理服务干预尤为重要，可更好地促进患者术后

的机体恢复［11，12］。

本研究显示，观察组患者于传统护理的基础上

经心理干预后的 SAS、SDS 评分均较对照组具有显

著差异，表明患者于心理干预后的焦虑、抑郁现象

均缓解。本文研究中，医护人员于患者入院时开始

实施心理干预，使得心理干预贯穿于整个手术治疗

的前、后过程，使得患者于围术期期间可深切的感

受到医护人员的关切，以此消除了焦虑、抑郁等不

良心理，亦验证了心理干预具有较高的成效性。此

外，观察组患者经心理干预后的认知度评分、治疗

依从性评分及护理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本文研究

中，医护人员于术前依据患者的心理特征及文化程

度对其进行健康教育，将致病因素，手术的方法及

治疗期间注意事项告知患者，对患者的疑问耐心解

答，提高了患者的认知度，以此使得患者端正自身

的就医行为，提高了治疗依从性及护理满意度。本

文研究中，观察组患者经心理服务干预后，其收缩

压为，舒张压为（及心率均处于正常范围，且较对

照组更具优势，亦验证了有效的心理干预可平稳患

者机体内血压水平，改善心率，对身体的恢复具有

促进意义。

综上所述，甲状腺癌手术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

上予以术前心理干预，可更好地改善患者的焦虑、

抑郁情绪，提高疾病认知度及治疗依从性，有利于

心率、血压指标的调整，以此促进患者的身体康复。

参考文献

1. 李仁拴，李伟，苗满园，等 . 全腔镜甲状腺切除术治疗分

化型甲状腺癌的疗效及其对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J］. 广西

医科大学学报，2017，34（1）：103-106.

2. 萍，谭思源，汤琪春，等 . 心理干预结合健康教育对乳腺

癌患者心理状况和生存质量的影响［J］. 国际精神病学杂

志，2016，43（6）：1108-1110.

3. 廖萍，张红菊，冯毅，等 . 术前心理护理干预对早期食道

癌切除术患者的疗效［J］.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2017，44
（2）：348-350，358.

4. 苏春华 . 护理干预对甲状腺癌手术患者心理应激反应的影

响［J］. 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2016，31（10）：1157-1158.

5. 金文兰 . 微小型甲状腺癌围手术期护理［J］. 中华现代护理

杂志，2012，18（25）：3024-3025.

6. 冒海敏，张翠红，魏燕 . 个体化时间康复训练方案对脊柱

外科患者术后训练依从度、心理状态及功能恢复的影响

［J］. 广西医科大学学报，2017，34（4）：632-636.

7. 俞娇鸯，李爱英 . 术前优质护理对甲状腺癌手术病人的影

响［J］.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5 （9）：145-146.

8. 郭娅金，曹静，杨雪，等 . 甲状腺癌术后患者心理灵活性

与焦虑抑郁情绪状态分析［J］.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

志，2015，24（8）：715-718.

9. 张晓荣 . 甲状腺癌手术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J］. 护理与康

复，2013（7）：664-665.

10. 陈允恩，姜宝顺，彭焱 . 甲状腺癌患者术前、术后健

康状况调查［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6，24（3）：

355-358.

11. 甘海洁，李媛，赵昀，等 . 姑息照护模式对晚期肺癌患

者生活质量的影响［J］. 广西医科大学学报，2017，34（5）：

795-798.

12. 刘毓姝，姜涛，刘慧光 . 甲状腺癌患者围手术期的心理

护理［J］. 现代肿瘤医学，2011，19（3）：620-621.

（收稿日期：2017 年 9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