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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和疼痛护理对宫颈癌患者围手术期睡眠质量的效果

张一红

【摘要】目的　探讨心理、疼痛联合护理干预模式对宫颈癌患者围手术期睡眠质量及预后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于 2018 年 2 月 ~2019 年 2 月期间收治的 98 例宫颈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应用随机

数字表抽取法分组，分别采取心理、疼痛联合护理干预模式方案（观察组，n=49）与采用常规护理

方案（对照组，n=49）比较两组的疼痛控制满意度、自我护理能力评分、睡眠质量评分、细胞免疫

相关指标。结果　观察组疼痛控制满意度经评估为 93.88％，高于对照组 79.59％（P< 0.05）；两组

干预前，自我护理能力各维度即自我概念、自我护理技能、自护责任感、健康知识水平评分无差异

（P> 0.05）；干预后，各项评分经评定较前均有升高，观察组较对照组升高程度更为显著（P< 0.05）；

两组干预前，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评分无差异（P> 0.05），干预后评分较前均有降低，观察组较

对照组降低程度更为显著（P< 0.05）；两组干预前，免疫指标 NK 细胞活性水平无差异（P> 0.05），干

预后观察组无明显变化，对照组明显降低（P< 0.05）。结论　宫颈癌患者围手术期重视心理、疼痛

联合护理干预模式的实施，可提高患者疼痛控制满意度，增强自我护理水平，改善睡眠质量，调节

机体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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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and pain combined nursing on sleep quality in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during 
perioperative period　　ZHANG Yihong. Anyang Cancer Hospital，Anyang 45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and pain combined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sleep qual-

ity and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during perioperative period. Methods　98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8 to February 2019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two groups randomly. The obser-

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by psychological and pain combined nursing intervention（n=49），while the routine nursing was 

given to the control group（n=49）. The pain control satisfaction，self-care ability score，sleep quality score and cellular 

immunit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atisfaction of pain control of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Before intervention，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scores of self-concept，self-care skills，self-care responsibility and health knowledg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After intervention，all the scores were improve than before，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cores of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Scale had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P>0.05）. 

After intervention，the scores of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Scale were lower than before in two groups，and the de-

crea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Before intervention，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NK activity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After intervention，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Conclusion　The psychological and pain combined nursing intervention mode in perioperative 

period of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can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pain control，enhance the level of self-care，improve the 

quality of sleep，and regulate the immune function of the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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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子宫切除术是常用的宫颈癌治疗的手段，

在挽救患者生命、延长生存期限方面作用显著［1］。

但疾病本身和手术均对患者产生巨大的应激，且受

疼痛等因素影响，患者睡眠质量较差［2-3］。心理和疼

痛护理在提升患者自我护理水平的同时，增强疼痛

控制水平，可以改善睡眠质量，提高机体抵抗力［4-5］。

本次研究探讨心理、疼痛联合护理干预模式对宫颈

癌患者围手术期睡眠质量及预后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于 2018 年 2 月 ~2019 年 2 月期间收治

的 98 例宫颈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均经病理诊断确

诊。应用随机数字表抽取法分组，观察组 49 例，年

龄介于 32~64 岁之间，平均（42.8±9.2）岁；腺癌 22
例，鳞癌 27。对照组 49 例，年龄介于 35~66 岁之间，

平均（42.4±9.5）岁。腺癌 24 例，鳞癌 25 例。组间

基线资料具均衡可比性（P>0.05）。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 年龄 >20 岁；2 可表达自身感受，思

维意识清晰；3 无其它恶性肿瘤病史；4 对本次实验内

容、目的知晓并理解，并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报

经伦理学组织委员会批准。排除标准：1 合并认知功

能障碍者；2 合并心、肝、肾等其它系统严重疾患者。

1.3　方法 

对照组病例依据《妇产科护理学》相关内容拟定

的护理常规展开干预，包括围术期照护及镇痛药物、

镇痛泵的使用等。观察组重视加强心理、疼痛联合

护理干预模式的开展，具体内容如下。

1.3.1　心理护理　（1）聚焦解决模式干预：①

问题描述：积极开展术前访视工作，对患者心理、睡

眠状态全面评估，完成自我护理能力、睡眠质量的

初次测评。引导患者描述宫颈癌手术理解方面存在

的问题，并予以解答和赋能式健康教育，以促使患

者自身潜能得以充分发挥，对风险事项可主动规避；

②构建目标：明确患者手术期望，依据病情、经济状

况、体征差异，结合心理状态及所测得的自我护理

能力水平和睡眠质量，对可行目标予以制定。如自

我护理能力测评量表中，自我护理技能在干预后增

加≧ 10 分，自护责任感增加≧ 3.5 分等。引导患者

大胆对目标实现后所获利益、健康状态想象，以增

强信心；③探查例外：通过例外询问手段，引导患者

讲出以往在解决类似心理问题时，经努力积累的“成

功体验”，如听哪种类型的音乐可放松情绪，阅读何

种书籍可使心理得以调节等，以使患者对自身资源、

潜能利用；④给予反馈：每 3d 对自我护理能力、睡

眠质量予以评估，肯定患者为达到目标所做出的努

力，以使其主观能动性增强。未及目标者，需分析

原因，适当调整干预方案；（2）正念放松训练：包括

正念瑜伽、躯体扫描冥想、觉知呼吸等，以使患者

可对自身心理生理活动有意识控制，做到心态平衡，

情绪稳定；（3）应用止痛药物：依据 WHO 推荐三阶

梯止痛用药原则，重度疼痛：取吗啡等强效阿片类药

物加其它类别辅助镇痛药物应用，每日 2~4 次；中度

疼痛：取弱阿片药物如曲马多、可待因等药物应用，

每日 2 次；轻度疼痛：取抗炎镇痛药物如阿司匹林、

消炎痛等药物应用。观察药物应用情况及可能出现

的不良反应，依据需要对剂量调整。

1.3.2　疼痛护理　（1）疼痛评估：采用面部表

情疼痛量表（FRS-R）和数字分级法（NRS）对患者

疼痛程度予以动态评估，采取三阶梯镇痛方案予以

镇痛；（2）疼痛干预：营造舒适、温馨的环境，构建

良好护患关系，指导患者摆放正确体位，尽量简化

各项护理操作，善于应用物理疗法、音乐疗法镇痛，

必要时，可遵医取药物止痛。

1.4　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疼痛控制满意度，即应用休斯顿

疼痛情况调查表（HPOI）评估，共含 5 项内容，具

体包括：护理人员对疼痛的干预；疼痛的缓解；因疼

痛受到的关注；有镇痛需求时护理人员的反应速度；

医师处理情况。单项为 10 分，总分 50 分。非常满意：

>45 分；满意：介于 30~45 分之间；不满意：<35 分；

（2）比较两组干预前后自我护理能力水平，应用自

我护理能力测定量表（ESCA）评估，包括自我概念

（9 个条目）、自我护理技能（12 个条目）、健康知识

水平（14 个条目）、自我责任感（8 个条目）4 个维度，

每条以 1~4 分为评估范围，分值越高，自我护理能

力越理想；（3）比较两组干预前后睡眠质量，即应

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评估，包括日间功能障

碍、睡眠质量、睡眠药物使用、入睡时间、睡眠障碍、

睡眠效率、睡眠时间 7 个因子，单项以 0~3 分为评

估范围，总分介于 0~21 分之间，分值越低，表明睡

眠质量越佳；（4）对比两组干预前后免疫相关指标

水平，即应用 MTT 法对 NK 细胞活性测定。

1.5　统计学方法 

将实验所涉数据均在 SPSS22.0 中精准录入，组

间计数资料疼痛控制满意度应用（％）表示，施以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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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睡眠质量评分比较 

两组干预前，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评分无

差异（P>0.05），干预后评分较前均有降低，观察组

较对照组降低程度更为显著（P<0.05），见表 3。
表3　两组睡眠质量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n=49） 11.63±1.98 10.14±1.12

观察组（n=49） 11.58±1.96 4.72±1.07

t 0.125 24.494

P 0.900 0.000

2.4　两组机体免疫指标比较 

两组干预前，免疫指标 NK 细胞活性水平无差

异（P>0.05），干预后观察组无明显变化，对照组明

显降低，两组干预后此指标水平比较具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4。
表4　两组免疫指标NK活性水平比较（x±s，％）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n=49） 16.04±2.92 13.27±2.34

观察组（n=49） 16.61±2.24 16.52±3.19

t 12.822 5.750

P 0.000 0.000

3　讨论

广泛子宫切除术是延长宫颈癌患者生命的最有

效手段之一。但也会给患者带来不良情绪和疼痛体

验［6-7］。开展心理和疼痛护理，对提高患者疼痛控制

满意度，增加患者自我效能，对改善睡眠质量及机

体状况有明显意义。本次研究中，观察组首先应用

聚集解决模式实施心理干预，此模式充分对个体予

以尊重，通过对个体聚焦式引导，使其自身潜能、

资源得以调动，在行为改变中主动参与。其实施的

关键在于由患者参与，共同对极具建设性的解决方

案构建，以使问题和困惑得以解决。通过让宫颈癌

患者对自身问题描述，并结合评估获得的自我护理

能力和睡眠质量评分，制定切实可行的改善目标，

引引导患者对自身成功经验利用，以增强信心，达

到促使负性情绪改善的目的［8-9］。而正念放松训练的

开展，可通过患者对自身思想、行为、动力有意识

觉察，来专注现实事物，阻止杂念，以获得平和心

境，最终达到稳定情绪的作用。辅以疼痛护理，及

采用三阶梯止痛用药方案，可改善患者不愉悦的体

验，提高机体舒适度。进而在良好的心理情绪，舒

适机体状态下，为获取理想睡眠打下良好基础，并

可有效减少催睡药物的使用［10］。

本次研究发现：观察组疼痛控制满意度、自我护

理能力评分、睡眠质量评分评估结果均优于对照组。

同时，观察组免疫功能指标改善也优于对照组。此项

结果的获得，可能与良好的心理状态可参与神经内分

方检验；组间计量资料自我护理能力评分、睡眠质量

评分、免疫指标水平采用（x±s）表示，施以 t 检验，

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疼痛控制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宫颈癌患者疼痛控制满意度经评估为

93.88％，高于对照组 79.59％（P<0.05），见表 1。

2.2　两组自我护理能力评分比较 

两组干预前，自我护理能力各维度即自我概念、

自我护理技能、自护责任感、健康知识水平评分无

差异（P>0.05）；干预后，各项评分经评定较前均有

升高，观察组较对照组升高程度更为显著（P<0.05），

见表 2。
表1　两组疼痛控制满意度比较 ［n（％）］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n=49） 7（14.29） 32（65.31） 10（20.41） 39（79.59）

观察组（n=49） 18（36.73） 28（57.14） 3（6.12） 46（93.88）

χ2 - - - 4.346

P - - - 0.037

表2　两组自我护理能力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自我概念 自我护理技能 自我责任感 健康知识水平

干预前 干预前 干预前 干预前 干预前 干预前 干预前 干预前

对照组（n=49） 20.28±4.34 20.25±3.07 30.38±4.31 34.80±4.12 18.41±2.17 20.22±3.07 43.59±5.12 52.42±6.45

观察组（n=49） 20.67±2.24 26.35±5.17 30.52±4.29 40.73±5.64 18.91±2.36 22.67±3.52 43.38±5.36 57.08±7.24

t 0.559 18.743 0.161 5.943 1.092 3.672 0.198 3.364

P 0.578 0.000 0.872 0.000 0.278 0.000 0.843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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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系统的调节，进而使免疫功能得以增强有关。高娜

等［11］针对所选宫颈癌患者，对观察组施以聚焦解决模

式干预，相较对照组，心理状态评分、自我护理能力

评分改善均较为理想。而马雪莲等［12］采取正念减压

疗法，使择期手术患者应激性刺激程度明显降低。同

时，刘小红、周蓉、周倩等［13-15］开展的研究中，均有

疼痛方案的应用，在获取理想的心理、睡眠状态方面

作用均较为突出，与本次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宫颈癌患者围手术期重视心理、疼痛联

合护理干预模式的实施，可提高疼痛控制满意度，

增强自我护理水平，改善睡眠质量，调节机体免疫

功能。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观察时间也比较短，

所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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