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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减压对放化疗中鼻咽癌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

方　方 1 、 何爱莲 2 、 王艺卓 2 、 罗　凤 2 、 刘东英 2

【摘要】目的　探讨正念减压对放化疗中鼻咽癌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方法　将本院 2017

年 4 月 ~2019 年 4 月收治的接受放化疗治疗的鼻咽癌患者 94 例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 47 例患者采

纳正念减压疗法，对照组 47 例患者采纳传统护理，对比两组 SAS 评分、SDS 评分、自我效能评分以

及患者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 SAS 评分、SDS 评分明显比对照组低，观察组自我效能评分、患者满

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正念减压疗法可显著减轻鼻咽癌患者同步放化疗期间焦虑、

抑郁等不良情绪，提高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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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mindfulness decompression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patients 
with radio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FANG Fang，HE Ailian，WANG Yizhuo，et al. Henan Cancer Hospital，
Zhengzhou 450008，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mindfulness decompression therapy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during concurrent radio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Methods　Ninety-four 

patients with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who underwent concurrent radio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from April 2017 to 

April 2019 were enroll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n=47）underwent decom-

pression of mindfulness. While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n=47）received traditional care. The scores of SAS，

SDS，self-efficacy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　The SAS score and SDS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elf-efficacy score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Mindfulness decompression therapy can significantly alleviate anxiety/depression during concurrent ra-

dio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and improve self-efficacy.

【Keywords】Mindfulness decompression therapy；Nasopharyngeal carcinoma；Radiotherapy；Chemotherapy

鼻咽癌是我国的高发恶性肿瘤［1］，患者早期症状

不典型，极易被忽视，大部分患者在疾病确诊时往

往已经发展到了晚期［2］。同步放化疗成为鼻咽癌的主

要治疗手段，但由于大部分患者对对自身疾病缺乏

全面、正确的认知，且受到放化疗副反应等多种因

素的影响，患者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焦虑、抑郁等不

良情绪，不利于机体恢复。因此，本研究探讨正念

减压对放化疗中鼻咽癌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项研究从 2017 年 4 月 ~2019 年 4 月，且得到

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纳入该时间段内本院收治的

同期放化疗治疗的鼻咽癌患者 94 例，以“入院顺序

奇偶性”平均分为 2 组。观察组女性、男性例数分

别是 20 例、27 例，年龄在 32~78 岁，年龄均值为

（55.85±4.67）岁；病程在 1~6 个月，病程均值为

（3.52±1.14）个月；TNM 分期：IIIa 期、IIIb 期、IV

期例数分别是 18 例、12 例、17 例。对照组女性、

男性例数分别是 21 例、26 例，年龄在 33~77 岁，年

龄均值为（55.81±4.69）岁；病程在 2~5 个月，病程

均值为（3.58±1.11）个月；TNM 分期：Ⅲ a 期、Ⅲ b

期、Ⅳ期例数分别是 17 例、14 例、16 例。一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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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两组相比，P>0.05，可比较。

纳入标准：①均符合《西班牙医学肿瘤学会鼻咽

癌临床指南》中对“鼻咽癌”诊断标准，且均经病理

穿刺活检确诊；②年龄大于 18 周岁；③可正常交流、

沟通；④患者以及家属均知晓此次研究，并对知情同

意书阅读、签字。

排除标准：①处于哺乳、妊娠期女性；②中途从

此次研究退出者；③合并其他恶性肿瘤者；④存在严

重认知、心理、精神障碍者；⑤合并重大感染疾病者；

⑥合并器质性疾病者。

1.2　方法

对照组（传统护理）：护士督促患者完善相关检

查，严格遵医嘱治疗，告知患者住院治疗注意事项等。

观察组（正念减压疗法）：①正念指导者时间、

地点、资质选择：a. 时间：从患者入院开始，分别在

每周选一天下午 3：00~5：00 以及 7：00~8：00 进行正

念学习指导 . b. 地点：正念学习地点可选择科室病房，

但前提必须是经过科主任同意。c. 正念指导者资质：

必须是具有心理学相关资格证书的医护工作者，且均

经过专业的培训，均为考核合格者；②学习正念课程：

正念课堂学习时间一共 8 周。每周学习 1 次，学习时

间为 30~60min。a. 第一周：详细向患者介绍正念减压

法的相关知识，以及正念八种态度，例如自我关爱、

自我信任、顺其自然、平静祥和、不加努力、确认

认同、不加评判、赤子之心等。指导患者正确的看

待食物的气味、颜色、性质以及外表等，正念吃苹

果，将八种正念态度应用于日常生活护理中，每日

流出 5min 作为正念饮食时间。b. 第二周：留出 5min

作为正念心得交流。在安静的状态下，引导患者对

于外在的气味、声音、光线、自身内在感受、情绪、

想法等进行正念学习，想象自己人生中第一次走路，

切身感受地面与身体的接触，小心、缓慢步行，期间

注意观察患者身体各个部位的摆动、协调，每日有

10min 为正念步行。c. 第三周：播放柔和的音乐，指

导患者放松全身，感受呼气、吸气时从气体流出的感

觉，感受自身腹部以及胸部起伏，想象着自身的呼

吸犹如海面上的波浪，每日有 10min 作为正念呼吸训

练。d. 第四周：指导患者进行正念冥想，感受自身目

前的感觉、想法以及情绪等，每日留 10min 作为正念

冥想练习。e. 第五周：在轻柔的音乐下学习身体扫描，

从左脚逐渐扫描至头部，扫描过程中感受患者有无

特殊感觉，每次留 10min 作为身体扫描练习。f. 第六

周：进行正念瑜伽练习：包括八个瑜伽动作，练习瑜

伽时感受自身情绪、想法以及感觉等，每次留 10min

作为瑜伽扫描练习。g. 第七周：进行正念情绪调节，

引导患者正念冥想、正念呼吸，将正念的八个态度

均应用于生活中，每次留 10min 作为正念情绪调节。

f. 第八周：留出 20min 让患者总结正念联系对自身的

帮助以及自身变化；③质量控制：每周对正念减压疗

法干预效果进行总结，对于存在的问题，认真分析

问题出现的原因，并制定出针对性的整改对策。

1.3　观察指标与判定标准

对比两组护理前、护理 7d 后 SAS 评分、SDS 评

分、自我效能评分以及患者满意度。

（1）SAS（焦虑自评量表）：分界值是 50 分，

50~59 分为轻度，60~69 分为中度，70 分以上为重

度，分值越低，护理越有效，焦虑症状越轻［3］。

（2）SDS（抑郁自评量表）：分界值是 50 分，

50~59 分为轻度，60~69 分为中度，70 分以上为重

度，分值越低，护理越有效，抑郁症状越轻［4］。

（3）自我效能评分：以 GSES（自我效能量表）

评估，共有 10 项内容，以 1~4 级评分法评定，分值

越高，护理越有效，自我效能越高［5］。

（4）患者满意度：科室自制问卷调查表进行满

意度调查，有很满意、满意、不满意三个维度，总

满意度为很满意 + 满意，除以每组总例数。

1.4　统计学方法

用 SPSS 25.0 软件处理，计量资料（SAS 评分、

SDS 评分、自我效能评分），数据以“x±s”表示，t
检验；计数资料（患者满意度），数据以［n/（％）］表

示，χ2 检验，P<0.05，具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护理前、护理 7d 后 SAS 评分两组统计学

对比

两组 SAS 评分护理前组间对比 P>0.05；护理 7d

后观察组显著比对照组低，两组护理 7d 后 SAS 评分

组内对比均显著比护理前低，P<0.05，见表 1。
表1　护理前、护理7d后SAS评分两组统计学对比（x±s）

组别 护理前（分） 护理5d后（分） t P

观察组（n=47） 61.42±2.96 35.24±1.01 57.3867 0.0000

对照组（n=47） 61.43±2.95 48.84±2.51 22.2839 0.0000

t 0.0164 34.4609 - -

P 0.9869 0.0000 - -

2.2　两组护理前、护理 7d 后 SDS 评分两组统

计学对比

两组 SDS 评分护理前组间对比 P>0.05；护理 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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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观察组显著比对照组低，两组护理 7d 后 SDS 评分

组内对比均显著比护理前低，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护理前、护理7d后SDS评分两组统计学对比（x±s）

组别 护理前（分） 护理5d后（分） t P

观察组（n=47） 60.37±4.21 31.21±1.11 45.9157 0.0000

对照组（n=47） 60.36±4.22 48.59±2.48 16.4851 0.0000

t 0.0115 43.8528 - -

P 0.9908 0.0000 - -

2.3　两组护理前、护理 7d 后自我效能评分两组

统计学对比

两组自我效能评分护理前组间对比 P>0.05，护理

7d 后观察组显著比对照组高，两组护理 7d 后自我效

能评分组内对比均显著比护理前高，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护理前、护理7d后自我效能评分两组统计学对比（x
±s）

组别 护理前（分） 护理5d后（分） t P

观察组（n=47） 11.25±1.01 29.85±2.11 54.5106 0.0000

对照组（n=47） 11.28±1.06 11.85±1.21 2.4292 0.0171

t 0.1405 50.7341 - -

P 0.8886 0.0000 - -

2.4　对比两组患者满意度

观察组很满意 19 例、满意 26 例、2 例不满

意，总满意度为 95 .74 ％（45 /47）；对照组很满

意 12 例、满意 21 例、不满意 14 例，总满意度为

70.21％（33/47）。观察组明显比对照组高，P<0.05
（χ2=10.8462 P=0.0010）。

3　讨论

鼻咽癌是指发生在鼻咽腔侧壁以及顶部的一种恶

性肿瘤，临床症状以头痛、复视、耳闷堵感、涕中带

血以及鼻塞等为主，随着病情的发展，患者视觉、听

觉、脑神经等均会受损，引发呼吸困难、咽喉堵塞、

视力改变等症状，肿瘤病灶发生转移，极易导致患者

死亡［6-7］。鼻咽癌发病机制尚不明确 ［8-9］。同步放化疗

虽然可有效抑制肿瘤生长，但患者极易初夏免疫功能

降低、张口困难、咽喉黏膜炎、骨髓抑制、食欲丧失、

恶心呕吐等毒副反应，加重了患者心理负担［10-11］。不

良的心理状态降低患者治疗的依从性，影响患者的预

后，因此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需要引起重视。

本研究发现：观察组 SAS 评分、SDS 评分明显比

对照组低，观察组自我效能评分、患者满意度显著高

于对照组。说明正念减压疗法应用于鼻咽癌护理中有

效、可靠。可能是由于正念减压疗法具有以下优势：

正念减压疗法目的是指导患者科学的运用自身内心的

力量，培育正念，秉持着中立的态度时时刻刻自我关

注，以此来处理疾病、疼痛、压力等。正念属于稳定

的心理状态，护士指导患者通过有意识的察觉，将所

有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事物上，保持稳定的思虑，形成

一种不放逸、精进的力量。一旦患者发现存在恶心呕

吐、疼痛等症状，在正念减压疗法的指导下，可以客

观、公正的看待，不给自身情绪、感觉等贴上负性标

签，不妄加评判，尽可能避免产生负性情。在正念减

压疗法的指导下，患者在刷牙、走路、睡觉、吃饭时

均保持平和的心态，通过正念冥想、正念呼吸帮助患

者更好的入眠、生活，掌握情绪自我调节方法，尽可

能减轻内心痛苦，与传统护理比较，具有明显优势，

更符合当前医学模式发展需求。

必须指出的是，还有一些因素也会影响患者的

情绪和自我效能，包括原发疾病的情况，患者的个

性特征，社会支持等，本研究无法完全排除上述因

素的干扰，本研究初步说明：鼻咽癌患者同步放化疗

期间进行正念减压疗法，可有效减轻焦虑、抑郁等

不良情绪，增强自我效应感以及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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