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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解决模式对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 131I治疗的负面情绪、自护能力及疼
痛的影响

张会娟 、 秦乡音 、 李　倩 、 韩星敏

【摘要】目的　探讨聚焦解决模式对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 131 碘（131I）治疗中焦虑、抑郁情绪、自

护能力及疼痛程度的影响。方法　纳入 2017 年 9 月 ~2019 年 9 月期间在我院接受 131I 治疗的 85 例分

化型甲状腺癌患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对照组（42 例）患者接受常规护理

干预，观察组（43 例）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聚焦解决模式干预，观察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汉密尔

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自我护理能力量表（ESCA）评分及疼痛程度。

结果　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HAMA、HAMD 及 VAS 评分明显降低（P< 0.05），ESCA 评分明显升高

（P< 0.05）；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 HAMA、HAMD 及 VAS 评分低于对照组（P< 0.05），ESCA 评分高

于对照组。结论　聚焦解决模式能有效改善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在 131I 治疗过程中出现的负性情绪，

提高其自我护理能力，减轻治疗疼痛程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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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e focused resolution model on negative emotions，self-care ability and pain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 treated with 131I　　ZHANG Huijuan，QIN Xiangyin，LI Qian，et al. The First Af-
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he effect of the focused resolution model on negative emotions，self-care ability and pain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 treated with 131I . Methods　A total of 85 patients with 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 who were treated with 131I in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7 to September 2019 were collectedand randomly di-

vided into two groups：the control group（42 cases）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43 

cases）received focused resolution model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score，

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score，self - care ability scale（ESCA）score and pain level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HAMA，HAMD and VAS scores in the two group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P<0.05），and ESCA sco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P<0.05）. After intervention，HAMA，

HAMD and VAS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and ESCA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focused solution model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patients with 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 during 131I treatment，improve their self-care 

ability，and reduce the pain level during treatment，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Focused solution mode；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131I；Negative emotions；Self-protective ca-

pacity；Pain

分化型甲状腺癌是来源于甲状腺上皮细胞的恶性

肿瘤，主要包括乳头状癌与滤泡状腺癌，其中乳头状

癌最为多见，临床主要表现为无痛性肿块、发音困难、

声音嘶哑、吞咽困难等，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安全［1］。

手术切除是目前临床治疗甲状腺癌首选方案，术后

为防止转移及复发，临床常采用放射性核素 131I 治疗，

因 131I 具有较强放射性，易对患者自身及周围人群产

生危害，故在接受 131I 治疗时需对患者进行隔离。近

年多个研究均显示，接受 131I 治疗的甲状腺癌患者其

负面情绪普遍高于正常人群［2］。负面情绪对患者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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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从性、治疗结局等方面均可产生影响，因此在接

受 131I 治疗的同时，如何能够满足患者需求，缓解患

者负面情绪是目前核医学科医护人员研究的重点。聚

焦解决模式是一种充分尊重患者本身、充分相信其潜

能、充分给予其希望的心理干预模式，它以积极心理

学为背景，以患者自身为主题，通过设定可行性目的

来满足患者需求，从而缓解患者负面情绪［3］。本研究

旨在探讨聚焦解决模式对接受 131I 治疗的甲状腺癌患

者的负性情绪、自护能力及疼痛程度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 2017 年 9 月 ~2019 年 9 月期间在我院接受
131I 治疗的 85 例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

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两组。纳入标准：所

有患者经病理学诊断符合分化型甲状腺癌诊断标准［4］；

均行甲状腺全切术，术后均接受 131I 治疗；年龄范围为

18～70 岁；禁止食入含碘食物；排除标准：患有原发性

焦虑症、抑郁症等精神系统疾病者；合并远处转移者；

合并其他脏器恶性肿瘤者等。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患者及家属均知情同意。对照组 42 例患者，

男女比例 23：19；年龄范围 39~52岁，平均年龄（45.68
±3.44）岁；病程 5~19个月，平均病程（12.67±2.15）

个月；肿瘤分型：乳头状 35 例，滤泡状 5 例，混合型

2 例。观察组 43 例患者，男女比例 20：23；年龄范围

40~50岁，平均年龄（45.81±3.29）岁；病程 8~17个月，

平均病程（12.59±2.26）个月；肿瘤分型：乳头状 33例，

滤泡状 6 例，混合型 4 例。两组基线资料比较无明显

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干预，责任护士与患

者及时沟通，向患者讲解疾病相关知识，如甲状腺

癌发病特点、甲状腺癌治疗概况、甲状腺癌预后等，

使患者对疾病有进一步了解，同时鼓励、安慰患者，

与患者深度沟通，协助患者重新建立自信心理，并

对患者所遇到的问题进行解答，解除患者心中疑虑。

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干预基础上联合聚集解决

模式干预，方法如下：（1）描述问题：由责任护士以

启发性方式与患者进行交流，鼓励并协助患者对内心

感受进行描述，充分了解患者治疗后心理情绪，并了

解患者困惑，与以往询问方法不同的是，该方法更注

重于寻找什么方法使情况得以缓解，如“你采用过什

么方法来减轻治疗后痛苦”。（2）建构具体可行目标：

通过以上患者对问题的描述，充分了解患者需求，制

定可行的目标计划，以“假设问题已被解决”为架构，

与患者探讨方法可行性，如“假设问题已被解决，您

与现在会有什么不同”，“治疗甲状腺癌对患者心里负

面情绪的影响，治疗甲状腺癌对患者疼痛程度的影

响”，“治疗甲状腺癌与患者自护能力的关系”从而提高

患者对疾病正确认知，利于患者自信心的建立。（3）

探查例外：可行性目标确定后，以“例外提问法”为基

础，引导患者找出引起负面情绪的原因，从而提高患

者自我解决问题能力，促进信心建立。（4）给予反馈：

医护人员负责监督患者完成目标，并对效果进行评价，

对治疗达标者予以肯定和鼓励，从而利于患者主观能

动性的调动，促进患者完成目标，对治疗不达标者予

以记录并反馈，并分析原因，对措施予以调整。（5）

评价进步：以刻度化提问的方式，了解患者进步程度，

包括疾病知识、治疗态度等方面，了解患者进步程度、

目标完成情况，从而利于制定下阶段的目标。

1.3　观察指标

（1）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估患者

抑郁情绪，包括 24 项，采用 0~4 级的 5 级评分法，

总分 <8 分提示患者无抑郁症状，>20 分提示患者有

抑郁症状。分数越高，提示患者抑郁情绪越严重；

（2）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估患者焦虑

情绪，包括 14 个项目，采用 0~4 级的 5 级评分法，

≥ 14 分，表示肯定有焦虑。分数越高，提示患者焦

虑情绪越严重。（3）采用自我护理能力量表（ESCA）

评估患者自我护理能力，包括 42 条项目，主要从健

康知识（32 分）、自护概念（24 分）、自护责任感（48
分）及自护技能（68 分）等 4 个方面，采用 0~4 分 5
级评分法评分，得分越高提示患者自我护理能力越

好。（4）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估患者 131I 治

疗期间疼痛程度，分值范围 0~10 分，0 分为无痛，

10 分为疼痛剧烈，得分越高提示疼痛越严重。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1.0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计量资

料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以（x±s）表示。计数资料

比较采用 χ2 检验。P<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HAMA 及 HAMD 评分

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 HAMA 及 HAMD 评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 HAMA

及 HAMD 评分较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评分明显低

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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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HAMA及HAMD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时间 HAMA评分 HAMD评分

对照组 42 干预前 28.53±2.19 29.78±2.27

干预后 19.89±1.56△ 20.33±1.74△

观察组 43 干预前 28.47±2.22 29.69±2.35

干预后 13.64±0.88△▲ 12.92±0.76△▲

注：与干预前相比，△P<0.05，干预后，与对照组相比▲

P<0.05。

2.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ESCA 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 ESCA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 ESCA 评分较前明显升

高，且观察组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ESCA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时间 健康知识 自护概念 自护责任感 自护技能

对照组 42 干预前 19.64±0.95 13.70±0.84 24.53±1.88 35.49±2.66

干预后 22.78±1.69* 16.96±1.37* 32.85±2.79* 43.97±4.56*

观察组 43 干预前 19.73±0.82 13.59±0.93 24.38±2.05 35.55±2.58

干预后 27.89±2.06*# 20.91±1.79*# 40.93±3.72*# 58.62±5.01*#

注 ：与干预前相比，*P<0 .05，干预后，与对照组相比
#P<0.05。

2.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VAS 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 VA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 VAS 评分较前明显降

低，且观察组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VA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42 7.91±0.79 4.89±0.57

观察组 43 7.88±0.85 3.24±0.35@

t 0.1685 16.0379

P 0.4333 0.0000

注：干预后，与对照组相比@P<0.05。

3　讨论

甲状腺癌是内分泌系统常见恶性肿瘤，约占全

身所有恶性肿瘤的 1％。关于甲状腺癌的病因目前尚

不十分明确，多数研究认为甲状腺癌的发生与射线

暴露、碘缺乏、自身甲状腺肿、甲状腺结节、女性

雌激素分泌增加及遗传因素密切相关［5］。虽然分化

型甲状腺癌其恶性程度较低、生存率较高、预后较

好，但术后依然会发生转移和复发，且一旦出现远

处转移则患者生存率显著降低，研究显示，远处转

移的甲状腺癌患者其 10 年生存率可降低至 30％［6］。

长期以来手术是治疗甲状腺癌的首选方案，亦

是最有效的治疗手段，但单纯手术治疗难以完全切

除甲状腺组织，致使患者术后复发率、转移率高，

生存率低下，因此临床常于术后辅以 131I 治疗，利用

甲状腺癌能够吸收 131I 的特异性，通过释放出β射线

对靶向组织进行治疗。131I 治疗一方面能够清除分化

型甲状腺术后残留病灶组织，同时还能清除术后不

能切除的转移灶，从而得到良好治疗效果［7］。然而
131I 是元素碘的一种放射性同位素，为人工放射性核

素，具有一定放射性，导致接受治疗的患者及其家

属产生恐惧、焦虑、抑郁等负面心理情绪。因此在

常规护理时应注意交流方式、沟通技巧，在讲解疾

病相关知识时要持以温和、亲切的态度与患者沟通，

让患者感受到医护人员的热情，使患者对疾病有进

一步了解，减轻患者恐惧不安心理。

聚焦解决模式是一种首创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

心理干预模式，其在提出之初被广泛应用于心理咨

询和心理治疗，近年来在护理领域得到广泛关注［8］。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经聚焦解决模式干预

后，HAMA 评分及 HAMD 评分明显降低，且低于对

照组（P<0.05），提示聚焦解决模式能够明显改善甲

状腺癌患者负面心理情绪。该模式主要包括描述问

题、建构具体可行性目标等五个阶段，通过这 5 个

阶段干预引导患者持以积极、乐观心态来面对疾病、

面对困难，从而提高患者自信心，改善其负面心理

情绪［9］。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经聚焦解决模式

干预后，患者 ESCA 评分明显升高，且高于对照组；，

而 VA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提示聚焦解决模式能

显著提高甲状腺癌患者自我护理能力，减轻患者治

疗疼痛程度。聚焦解决模式通过构建可行目的，制

定可行性计划，使患者对甲状腺癌有一个正确的认

知，改变以往对癌症的错误认识，提高患者健康知

识、自护概念的能力，同时通过探查例外阶段，让

患者找出负面情绪出现原因，从而调动患者康复积

极性，提高患者自我护理技能［10］。聚焦解决模式是

以积极心理学为背景，充分尊重患者自身及其自身

潜能，强调把解决问题的关注点集中在正向方面，

从而寻求最大挖掘能力。与以往问题解决模式不同

的是，聚焦解决模式是以患者为中心，而不是以问

题为中心，始终关注患者积极的一面，使患者健康

能力达到最大化，同时干预重点在于强调患者对自

身护理，激发患者的行动和参与自身护理，强调患

者积极主动护理而并非被动［11］。而积极主动的认知

观念使得患者治疗依从性增加，减轻其治疗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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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聚焦解决模式作为一种心理干预方

法，能有效改善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在 131I 治疗过程

中出现的负面心理情绪，同时还能挖掘患者自身潜

力，使患者积极主动参与疾病护理，增强患者自我

护理能力，减轻治疗疼痛程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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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治疗依从性，消除患者负性情绪，提升治疗效果

及患者生活质量，降低治疗后复发率。聚焦解决模

式通过强化患者对疾病知识的掌握、成功病例分享、

心理疏导、音乐干预等优势资源导入，明显改善患

者对疾病认知，提升患者治疗积极性，患者精神心

理因素的改变能够有效提高肠道黏膜稳定性 ［10］；过度

焦虑抑郁能够促使肠黏膜内炎性因子水平分泌表达，

通过消除患者负性情绪，促使炎性因子水平恢复正

常；八段锦是康复治疗中常用的有氧运动之一，本研

究通过调整患者练习八段锦时角度，降低机体的负

荷，调心疏肝，促使患者情绪平衡，维持思维活动

及精神正常 ［11］，从而提升治疗效果。王富艳［12］等研

究也发现聚焦解决模式可以改善溃疡性结肠炎患者

的焦虑、抑郁情绪和生命质量，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包括样本量偏小，样本

来源较为单一等，但本研究初步说明：聚焦解决模式

通过明确问题根本，激发患者潜能，优化治疗资源

等，应用于溃疡性结肠炎患者效果显著，有效提升

患者治疗依从性，改善患者负面情绪，提升治疗效

果及患者生活质量，降低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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