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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认知疗法对乳腺癌手术女性自我形象紊乱的影响

崔慧敏

【摘要】目的　探讨圆桌认知疗法对乳腺癌手术女性患者自我形象紊乱和精神健康的影响。

方法　将 2017 年 2 月 ~2019 年 2 月于我院接受乳腺癌手术治疗的 124 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各 62 例。对照组患者接受乳腺癌手术后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接受圆桌认知疗法护理。比较

两组患者乳腺癌自我形象量表（BIBCQ）评分，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

匹兹堡睡眠质量量表（PSQI）评分和乳腺癌患者生命质量测定量表（FACT-B）。结果　治疗后观察

组患者 BIBCQ 评分，SAS 评分，SDS 评分和 PSQI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P< 0.05）；观察组患者

FACT-B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圆桌认知疗法应用于乳腺癌手术患者临床护理有利

于降低患者自我形象紊乱，能够降低乳腺癌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提高患者睡眠质量和生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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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round-table cognitive therapy on female self-image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after surgery
　　CUI Huimin.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Puyang，Puyang 457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round-table cognitive therapy on self-image disorders and men-

tal health in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 after surgery. Methods　124 patients who underwent breast cancer surgery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7 to February 2019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62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round-table cognitive therapy care. The scores of breast cancer self-image scale（BIBCQ），anxiety self-

assessment scale（SAS），depression self-assessment scale（SDS），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Scale（PSQI）and the 

life quality measurement scale（FACT-B）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cores of breast cancer self-image scale（BIBCQ），anxiety self-assessment scale（SAS），depression self-assessment 

scale（SDS），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Scale（PSQI）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cores of FACT-B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round table cognitive therapy can reduce the self-image disorder and the level of the anxiety/depres-

sion，improve the sleep qua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fter surgery.

【Keywords】Round table cognitive therapy；Breast cancer；Self-image disorder；Mental health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无论是

接受手术还是化疗、放疗，患者均面临身体和心理

的不适，因此乳腺癌患者往往容易产生焦虑、抑郁、

自我形象紊乱等心理问题［1-2］，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和

疾病预后都产生不良影响［3-4］。圆桌认知疗法是将圆

桌诊疗和认知行为相结合的临床护理疗法，融合了

心理疏导、认知疗法、示范疗法、集体治疗、同伴

教育等多种方法，是近年来临床广泛使用的护理疗

法［5-6］。本研究探讨圆桌认知疗法对乳腺癌手术女性

自我形象紊乱和心理状态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2 月 ~2019 年 2 月于我院接受乳

腺癌手术治疗的 124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患者年龄

45~64 岁，平均年龄 49.38±9.27 岁。按照随机数表

法将所有患者平均分为两组，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62
例。观察组患者年龄 45~64 岁，平均年龄 49.50±8.22
岁。对照组患者年龄 45~64 岁，平均年龄 49.13±

［作者工作单位］濮阳市人民医院（濮阳，457000）。

［第一作者简介］崔慧敏（1980.12-），女，河南濮阳人，本科，主管护师，研究方向：外科护理。

［通讯作者］崔慧敏（Email：974483907@qq. com）。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9 年第 46 卷第 5 期 - 939 -

◎

护
理
园
地◎

 N
ursing discussion

8.39 岁。两组患者年龄、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所有患者均符合以下纳入标准：①符合临床

关于乳腺癌的诊断标准［7］；②于我院接受乳腺癌手术

治疗；③预计生存期≥ 6 个月；④入院治疗前无焦虑、

抑郁等疾病；⑤无精神功能障碍、无认知功能障碍；

⑥患者及家属均知情实验并同意参与。

1.2　方法

1.2.1　圆桌认知疗法准备　正式开展圆桌认知

疗法前成立圆桌认知疗法训练小组，选择普外科有三

年以上工作经验、熟练掌握乳腺疾病专科理论的护

士入组，小组共 7 人，包括 1 名护士长（设为组长）、

2 名主管护师、2 名护师、2 名护士，其中 2 名成员

取得心理咨询师三级证书，对小组成员进行圆桌诊

疗、认知疗法、同伴教育、集体治疗等相关知识培训。

1.2.2　圆桌认知疗法实施　圆桌认知疗法共包

括 4 个阶段，分别为识别错误认知、纠正个性偏差、

榜样现身说法、反馈诊疗效果。（1）识别错误认知：

小组与患者每周开展两次实质性访谈，通过谈话了

解患者对于乳腺癌的认知情况、自我护理行为、心

理情绪变化等，判断患者是否存在恐癌文化、过度

治疗、急于追求效果等对乳腺癌的错误认知，了解

患者负面情绪源。（2）纠正错误偏差：纠正错误偏差

主要包括纠正保守退缩的患者、我行我素的患者、

悲观抑郁的患者，帮助患者消除不利于乳腺癌恢复

的生活习惯，减少患者对医护人员的过分依赖，指

出患者的性格弱点，刺激患者的情绪不变化。（3）榜

样现身说法：通过集体治疗的方式，选择典型具有说

服力的成功案例来医院为患者讲解自身经历，向其

他乳腺癌患者讲述其如何克服治疗恐惧、纠正心理

偏差、改善形象紊乱的历程，告诉患者乳腺癌并没

有想象中的可怕，帮助患者重塑治疗信心，构建治

疗信念。（4）反馈诊疗效果：针对前几个阶段的观察、

了解，与患者展开谈话，评价患者对于治疗过程和

诊疗过程的心理态度，了解患者诊疗障碍，给予患

者诊疗信心。圆桌认知疗法一般从入院第 1 天开始，

术前 1 天进行一次，以后每周进行 2~3 次，每次

40~60 分钟，共进行 6~8 次。

1.3　评价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乳腺癌自我形象量表（BIBCQ）评

分；比较两组患者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

表（SDS）评分；比较两组患者匹兹堡睡眠质量量表

（PSQI）评分；比较两组患者乳腺癌患者生命质量测

定量表（FACT-B）。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符合正

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结果均以均数 ± 标准差（x±s）
表示，组间及组内比较用 t 检验及 χ2 分析，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 BIBCQ 评分比较

BIBCQ 评分比较发现，观察组患者 BIBCQ 评

分 97.38±8.37，对照组患者 BIBCQ 评分 137.20±

10.46，且观察组患者六个维度评分均低于对照组患

者，P<0.05。

表1　两组患者BIBCQ评分比较

组别 干预前总分 干预后总分 易感性 羞耻感 限制性 透视度 身体关注度 患肢关注度

观察组 162.09±20.18 97.38±8.37 23.20±5.23 25.20±6.22 15.29±3.44 14.22±5.13 14.98±5.30 10.88±2.14

对照组 160.37±18.22 137.20±10.46 33.20±6.33 37.29±6.32 23.65±3.29 16.55±4.33 17.11±4.22 11.40±2.83

t 0.757 8.204

P 0.995 0.000

2.2　两组患者 SAS、SDS 评分比较

SAS、SDS 评分比较发现，观察组患者 SAS 评分

43.29±6.30、SDS 评分 47.88±7.34，对照组患者 SAS

评分 56.39±8.32、SDS 评分 58.22±9.20，P<0.05。

2.3　两组患者 PSQI 评分比较

PSQI 评分比较发现，观察组患者 PSQI 评分 8.29
±1.14，对照组患者 PSQI 评分 10.52±2.03，P<0.05。

2.4　两组患者 FACT-B 评分比较
FACT-B 评分比较发现，观察组患者 FACT-B

表2　两组患者SAS、SDS评分比较

组别
SAS SD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60.29±8.44 43.29±8.37 61.88±9.20 47.88±7.34

对照组 60.47±9.05 56.39±8.32 61.55±8.97 58.22±9.20

t 0.877 2.330 0.914 2.415

P 0.944 0.020 0.843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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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98.95±5.20，对照组患者 FACT-B 评分 87.33±

4.39，P<0.05。
表3　两组患者PSQI评分比较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13.20±3.20 8.29±1.14

对照组 13.11±2.97 10.52±2.03

t 0.957 2.505

P 0.780 0.015

表4　两组患者FACT-B评分比较

组别 干预前 干预

观察组 78.54±6.30 98.95±5.20

对照组 78.66±9.20 87.33±4.39

t 1.102 2.277

P 0.554 0.038

3　讨论

乳腺癌患者手术后容易出现自我形象紊乱和负

性情绪，导致患者陷入自我否定，不利于病情的稳定

和恢复 ［8-9］。圆桌认知疗法作为近年来临床广泛应用

的诊疗干预方法获得了良好的护理效果，因此本研究

采用圆桌认知疗法对乳腺癌手术女性的自我形象紊乱

和负性情绪进行治疗。本研究发现：应用圆桌认知疗

法的患者乳腺癌自我形象评分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的患

者，表明圆桌认知疗法有利于降低乳腺癌患者自我形

象紊乱。圆桌认知疗法在实施的过程中首先进行的帮

助患者识别错误认知和纠正患者错误偏差，乳腺癌患

者发生自我形象紊乱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对癌症的恐

惧、焦虑等负面心理，大部分患者对目前乳腺癌的治

疗效果存疑，导致会产生一系列的错误认知，从而引

起自我形象紊乱［10-11］。圆桌认知疗法通过访谈对话，

深入了解患者内心世界，掌握患者存在或可能存在的

错误认知，从源头上帮助患者进行纠正，防止患者陷

入自我否定，有利于帮助患者从根本上降低自我形象

紊乱的发生率。其次，圆桌认知疗法通过集体治疗，

采用榜样现身说法的诊疗方式，通过选取有相同经历

的乳腺癌患者为典型案例，提高患者对医护人员理论

的信任程度，帮助患者重塑治疗信心，在集体治疗的

情况下其自我形象紊乱得到很好的纠正［12-13］。

本研究还发现：圆桌认知疗法的应用能够有效降

低患者焦虑、抑郁水平，并且能够提高患者生活质

量和睡眠质量。圆桌认知疗法在了解患者错误认知、

纠正患者治疗偏差的过程中，深入了解了患者情绪

变化，医护人员能够及时掌握患者心理变化的影响

因素，通过反馈治疗能够有的放矢的进行干预［14-15］。

榜样现身说法让患者意识到乳腺癌并非绝症，也并

非其想象中的那么可怕，从侧面帮助患者降低了焦

虑、抑郁的水平。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包括样本量偏小，干预

时间比较短等，本研究也无法完全控制一些可能影

响患者心理状态的因素（如社会支持，个性特征等），

但本研究初步说明：圆桌认知疗法应用于乳腺癌手术

患者临床护理有利于降低患者自我形象紊乱和焦虑、

抑郁情绪，提高患者睡眠质量和生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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