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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干预对小儿白血病患者情绪及细胞因子的影响

任艳霞 、 宋小秀 、 张　鑫

【摘要】目的　探讨心理护理干预对小儿白血病患者心理及身体状况的影响。方法　将 2018 年

06 月 ~2019 年 06 月本院接收的 72 例白血病患儿随机分组，常规组 36 例行常规化护理，研究组 36

例在常规化护理的同时进行心理护理干预。结果　治疗后研究组 HAMD、HAMA 评分明显低于常规

组（P< 0.05）；研究组治疗依从性显著高于常规组（P< 0.05）；研究组患儿及其家属的满意度显著高于

常规组（P< 0.05）；研究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常规组（P< 0.05）；研究组生存质量评分明显高于

常规组（P< 0.05）；研究组血浆细胞因子水平优于常规组（P< 0.05）。结论　心理护理干预能够减轻

白血病患儿的负面情绪、血浆细胞因子水平，降低其不良反应，同时还可以提高白血病患儿生存质

量以及患儿、家属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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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children with leukemia 
　　REN Yanxia，SONG Xiaoxiu，ZHANG Xin. Child intensive care unit，Zhumadian Central Hospital，Zhumadian 
46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children with leukemia. 

Methods　From June 2018 to June 2019，72 children with leukemia were enrolled and divided in to two groups，36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conventional group were treated by routine nursing，while the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Results　After treatments，the HAMD and HAMA score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P<0.05）. The treatment adherenc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ventional group（P<0.05）.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study group 

and their famili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ventional group（P<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

action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P<0.05）.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P<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further reduce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children with leukemia，reduce their adverse reactions，

and als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children with leukemia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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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小儿白血病发生率逐步呈攀升态势，

白血病发病急、病程长、治愈难度大、治疗负担重，

严重威胁着患者的生命健康 ［1，2］。为减轻白血病患

儿负面心理，提高其生存质量，改善其治疗依从性，

实施合理的心理护理干预措施十分重要［3］。本研究

探讨了心理护理干预对小儿白血病患者的应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文研究主体为 72 例白血病患儿，接收的时间

为 2018 年 06 月 ~2019 年 06 月。均知情本次研究目

的及意义，已经签署同意书；经骨髓细胞学检查予以

诊断；通过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排除精神异常、无

法正常交流、认知障碍、依从性欠佳、临床资料不

全的患者。利用电脑随机法，予以分组探讨，包括

常规组、研究组，各 36 例。研究组包括 19 例男性

和 17 例女性，年龄 5~12 岁，平均（7.6±1.8）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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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急性白血病，14 例慢性白血病。常规组包括 20 例

男性和 16 例女性，年龄 5~14 岁，平均（7.7±1.5）

岁；25 例急性白血病，11 例慢性白血病。两组临床

资料 P 值＞ 0.05，均衡一致，可分组探讨。

1.2　方法

两组患者接受同样的药物治疗，常规组 36 例行

常规化护理，包括病情观察、体征监测，围绕患儿

实际病情，合理调整饮食方案，补充高维生素、高

蛋白、高热量食物，嘱咐家属帮助患儿做好个人卫

生，进餐前后指导患儿用温水清理口腔，以免患儿

口腔发生严重感染，同时嘱咐患儿多饮水，促排便，

排便之后，用清水帮助患儿清洁肛门，以免肛周发

生脓肿。

研究组 36 例则在常规化护理的同时进行心理护

理干预，包括（1）为患儿创造一个舒适、干净、卫

生以及温馨的病房环境，让患儿在良好的环境中安

心、放心、舒心的接受治疗；（2）对患儿家属健康

教育，利用视频或者是图片的形式，为患儿家属普

及疾病知识，包括白血病发生的原因、治疗策略、

护理要点、注意事项等等，减轻患儿家属担忧、焦

虑不安的心理，进而赢得患儿家属的支持、理解、

配合；（3）围绕患儿以及家属的心理特征，实施科

学合理的心理疏导，护理人员与患儿以及家属积极

交流，在患儿化疗过程中，告诉家属有可能会发生

的状况，进而减轻患儿及其家属的负面心理，与患

儿交流时，多予以鼓励、抚慰，让患儿倍感温暖。

另外，也可通过讲故事、玩游戏、看动画片等方式，

分散其注意力，减轻患儿不良心理；（4）让患儿亲

朋好友、亲属在每周固定的时间内入院探访白血病

患儿，每周集体心理治疗 1 次，提高患儿及其家属

的治愈信念，减轻负面心理。

1.3　观察指标 

（1）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A）［4］、汉密

尔顿焦虑量表（HAMA）［5］评估患儿护理前、护理后

的心理情绪，分值越高，焦虑、抑郁情绪越严重；

（2）评估患儿治疗依从性，即：患儿能够完全遵医

嘱接受相关治疗、护理，视为完全依从性；患儿基本

能够遵从，偶有抵触、拒绝，但总次数≤ 3 次，视

为部分依从；患儿不遵从医嘱治疗，拒绝护理，视为

不依从。依从性为部分依从 + 完全依从的病例数占

总例数的百分比；（3）以视觉模拟评分法（VAS）［6］

评估患儿及其家属的满意度，0~3 分为非常满意，

4~6 分为比较满意，7~10 分为不满意。总满意度为

非常满意 + 比较满意的病例数占总例数的百分比；

（4）利用 sf-36 量表［7］评估患儿生存质量，即社会功

能、生理功能、情绪功能、角色功能、总体健康等

5 个维度，分值越高，生存质量越高；（5）观察并对

比两组有无呕吐恶心、眩晕、皮疹等不良反应；（6）
采集 5ml 空腹静脉血，利用 ELISA 酶联免疫吸附试

验法测定患者血浆细胞因子水平，包括 IL-2（白细

胞介素 -2）、IFN-g（干扰素 g）、TFN-ɑ（肿瘤坏死

因子）。两组患者一共护理 4 周。

1.4　统计学分析

汇 总 分 析 研 究 数 据 ， 并 利 用 统 计 学 软 件

SPSS22 .0 进行处理并进行对比检验结果，以［例

（％）］描述计数资料，检验差异以 χ2 表达；以（x±

s）描述计量资料，检验差异以 t 表达。P 值 <0.05 提

示统计学意义成立。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前后 HAMD、HAMA 对比见表 1
表1　两组护理前后HAMD、HAMA对比（x±s，分）

小组 病例
HAMD HAMA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36 56.8±5.5 37.6±4.8 57.3±4.9 38.5±2.7

常规组 36 56.5±5.9 45.7±6.6 57.5±6.1 44.1±6.5

t - 0.634 9.902 0.755 10.654

P - >0.05 <0.05 >0.05 <0.05

2.2　两组治疗依从性对比见表 2
表2　两组治疗依从性对比［例（％）］

小组 病例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依从性

研究组 36 18（50.00％）15（41.67％） 3（8.33％） 33（91.67％）

常规组 36 14（38.89％）13（36.11％）9（25.00％）27（75.00％）

χ2 - 3.369

P - <0.05

2.3　两组护理总满意度对比见表 3
表3　两组护理总满意度对比［例（％）］

小组 病例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研究组 36 18（50.00％）16（44.44％） 2（5.56％） 34（94.44％）

常规组 36 14（38.89％）14（38.89％）8（22.22％）28（77.78％）

χ2 - 5.082

P - <0.05

2.4　两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对比见表 4

2.5　两组生存质量评分对比见表 5

2.6　两组血浆细胞因子水平对比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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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两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对比［例（％）］

小组 病例 呕吐恶心 头晕 皮疹 总发生率

研究组 36 1（2.78％） 1（2.78％） 2（5.56％） 4（11.11％）

常规组 36 3（8.33％） 4（11.11％） 3（8.33％）10（27.78％）

χ2 - 6.101

P - <0.05

表5　两组生存质量评分对比（x±s，分）

小组 病例 社会功能 情绪功能 角色功能 生理功能 总体健康

研究组 36 75.6±6.8 77.8±7.5 77.1±4.3 77.9±4.5 76.6±3.5

常规组 36 60.2±7.1 60.6±7.7 61.5±7.8 61.6±5.8 60.3±4.9

t - 16.019 15.206 14.337 15.082 16.330

P - <0.05 <0.05 <0.05 <0.05 <0.05

表6　两组血浆细胞因子水平对比（x±s）

小组 时间 IL-2（ng/ml） IFN-g（ng/ml） TNF-ɑ（pg/ml）

研究组（44例）护理前 18.8±4.6 13.5±1.2 16.6±3.1

护理后 29.6±3.7＊＃ 18.8±2.3＊＃ 9.1±1.5＊＃

常规组（44例）护理前 18.8±4.5 13.6±.1 16.5±3.3

护理后 22.4±2.6＊ 14.5±2.4＊ 11.2±2.4＊

注：比较护理前，＊P<0.05；比较常规组护理后，＃P<0.05。

3　讨论

小儿白血病多为急性白血病，恶性程度高，进

展快，对化疗比较敏感，在治疗过程中，患儿及其

家属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以及抑郁情绪，严重

影响着患儿康复［8-11］。常规化护理模式侧重于患儿

躯体病情，对患儿心理、生理以及社会等各方面的

需求重视不够。白血病患儿由于病情反复发作，加

之疾病长时间折磨，导致患儿及其家属心理过于消

极悲观、焦虑恐惧，而严重的负面情绪又会促使白

血病患儿的血浆细胞因子恶化，产生诸多不良反应，

降低患儿生存质量，形成恶性循环。

本研究发现：治疗后研究组 HAMD、HAMA 评分、

不良反应总发生率均显著低于常规组；同时研究组社

会功能、生理功能、情绪功能、角色功能、总体健康

评分等生存质量各维度评分、护理总满意度、依从性

均显著高于常规组。说明心理护理干预的有效性。另

外，研究组 IFN-g、IL-2 高于常规组，TFN-ɑ 低于

常规组（P<0.05）。说明心理护理干预后，白血病儿

童在良好的身心状态下积极接受、主动配合治疗，能

够进一步改善其血浆细胞因子水平。近些年来，多个

研究报道［12-14］心理护理对白血病患儿有较好的效果，

可改善其负面情绪、血浆细胞因子水平，提高其依从

性。与本研究结果相符。另一研究 ［15］发现心理干预可

以改善白血病患儿的生活质量，与本研究结果相符。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包括样本量小，观察时间较短

等，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探讨心理护理的长期疗效。

总之，本研究发现心理护理干预显著减轻了白

血病患儿焦虑抑郁情绪，减少了不良反应，同时还

提高了患儿生存质量、满意度和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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