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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对宫颈癌患者情绪、生活质量和满意度的影响

王黎霞 、 褚璐璐

【摘要】目的　探讨心理护理对宫颈癌患者情绪、生活质量和满意度的影响。方法　将 2017

年 01 月 ~2019 年 12 月本院妇科收治的 120 例宫颈癌患者根据电脑随机分组法，分成两组，常规组

（n=60）施行常规普通护理，研究组（n=60）则在常规普通护理之上加强心理护理。结果　护理后，

研究组 SDS 评分、SAS 评分以及并发症低于常规组（P< 0.05）；研究组 T 细胞亚群水平改善情况优于

常规组（P< 0.05）；研究组护理满意度、生命质量高于常规组（P< 0.05）。结论　心理护理能够显著

改善宫颈癌患者抑郁以及焦虑症状，提高其满意度，并能改善患者的免疫功能和生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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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the mood，quality of life and satisfaction in patients with cervi-
cal cancer　　WANG Lixia，CHU Lulu.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the mood，quality of life and 

satisfaction in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7 to December 2019，120 cases of cervical 

cancer were included in our department of gynecology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study. According to the computer random 

grouping method，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One group was named as the routine group（n=60）and routine 

general nursing was carried out. The other group was named as the study group（n=60）and psychological nursing was 

strengthened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general nursing.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scores of SDS，SAS and complica-

tion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improvement of T cell subset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psychological nursing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of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improve their satisfaction，strengthen their immune 

function，and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Key words】Psychological nursing；Cervical cancer；Depression；Anxiety

宫颈癌是常见妇科肿瘤，其发生率逐步呈攀升

态势［1］。手术是治疗宫颈癌患者的有效手段，但是

受疾病影响，加之手术带来的应激反应，极易导致

患者出现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降低患者生命质

量，影响患者的康复［2-3］。现代医疗模式越来越强调

患者生命质量的改善［4］。因此，给宫颈癌患者必要

的心理支持，疏导其负面情绪，提高其身心健康水

平，显得至关重要［5-6］。故而本文在常规普通护理基

础之上探讨了心理护理的应用效果以及临床价值，

以供临床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课题的观察主体为 120 例宫颈癌患者，

均为本院妇科于 2017 年 01 月 ~2019 年 12 月纳入。

经过手术病理以及临床检查，确定为宫颈癌，并在

入院之后接受宫颈癌根治术治疗；病理分期Ⅰ - Ⅲ

期；生存时间预计 >12 个月；可以正常沟通交流，意

识清晰；知情同意且自愿参与，已经通过医学伦理委

［基金项目］增强型体外反搏对慢性心力衰竭心脏康复效果的研究（编号：201702088）。

［作者工作单位］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科（郑州，450000）。

［第一作者简介］王黎霞（1968.10-），女，河南获嘉县人，本科，主管护师，研究方向：妇产科护理。

［通讯作者］褚璐璐（Eamil：wanglixia6@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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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审查。排除精神系统疾病、认知功能障碍、癌

灶转移、既往存在放疗史、伴发其他严重合并症以

及并发症、无法正常交流、依从性欠佳的患者。根

据电脑随机分组法，将之分成两组进行对照，其中

一组名为常规组；另一组名为研究组。每个组 60 例。

研究组患者年龄范围 42~68 岁，均龄（50.9±15.3）

岁；病程 6 个月 ~3 年，平均（1.9±0.5）年；24 例腺

癌，21 例鳞癌，15 例腺鳞癌；22 例Ⅰ期，26 例Ⅱ期，

12 例Ⅲ期；27 例高中及以下学历，33 例大专及以上

学历。常规组患者年龄范围 41~67 岁，均龄（50.6±

15.5）岁；病程 5 个月 ~3 年，平均（1.7±0.4）年；25
例腺癌，20 例鳞癌，15 例腺鳞癌；21 例Ⅰ期，26 例

Ⅱ期，13 例Ⅲ期；26 例高中及以下学历，34 例大专

及以上学历。各组年龄、疾病类型、文化水平、病

理分期等基础资料经临床统计学检验，结果 P 值＞

0.05，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1.2　方法

常规组 60 例宫颈癌患者施行常规普通护理，将

患者迎接入院之后，对患者及其家属展开入院指导、

宣教，手术治疗前协助患者做好充分准备，鼓励、

安慰患者；术后加强疼痛干预，注意观察患者病情变

化，科学合理指导患者饮食。

研究组则在常规普通护理之上加强心理护理，即

（1）患者入院之后，护理人员与患者以及患者家属

紧密沟通，了解患者对宫颈癌的认知情况，记录其文

化水平，初步评估患者心态，协助患者正确辨别应激

源，以便于相应的干预。比如：因为不了解疾病而导

致心理负担加重的患者，护理人员则充分利用自己所

学，结合浅显易懂的语言，纠正患者错误认知，提高

患者对疾病的掌握程度，讲解手术疗法、预后效果、

治疗费用，消除患者担忧、顾虑，改变其错误观念；

面对心理承受能力欠佳的患者，护理人员主动与患者

交心，耐心、认真聆听，予以适当疏导、安慰，指导

患者采用暗示疗法以及音乐疗法等方式来调节自我情

绪，进而让患者有意识的进行自我心态调节，且调节

方法简单，患者容易掌握。设计简单的表格，便与患

者以及患者家属日常记录，包括疾病诱发事件、情绪

变化等等。护理人员动态追踪，进行原因分析，进而

增强患者积极情绪，促使其正面应对。通过密切观察，

了解患者自我情绪调节以及对疾病相关知识掌握的有

效性，纠正患者错误方法、观念，以加强患者对自我

情绪的管理力度。（2）手术实施之前，患者心态波动

幅度明显，影响患者休息质量。对此，护理人员应当

与患者紧密交流，讲解手术疗效，肯定宫颈癌根治术

的作用，耐心讲解、说明，加强鼓励。针对情绪欠佳

者，则指导患者有效调节自我情绪。（3）术后密切观

察，掌握患者身心状态的变化。术后由于外形的改变

会使得患者严重焦虑不安、抑郁，对此，护理人员应

当及时予以指导，转变患者观念，帮助患者尽快适应

角色。术后重视患者以及患者家属的认知护理，讲解

治疗方向、指导患者家属多关心、照顾患者，为患

者提供更多的家庭支持，以此来减轻患者身心负担。

（4）临床护理实际中，与患者耐心沟通，对于患者提

出的问题，及时予以详细的解答。鼓励患者家属特别

是患者的丈夫，在陪伴患者过程中予以细心的照顾、

倾注更多的温柔，让患者感受到丈夫满满的爱意，进

而帮助患者重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增强其生活信

心。与此同时，鼓励患者多参与社会交际，分散对疾

病的注意力。

1.3　观察指标 

（1）用 SDS 抑郁量表、SAS 焦虑量表评估［7-8］患

者干预前后的抑郁以及焦虑情绪，分值越高越严重；

（2）护理干预前后测定患者 T 细胞亚群水平，包括

CD3+、CD4+、CD8+ 以及 CD4+/CD8+；（3）用问卷

调查患者满意度，总分 100 分，85 分以上非常满意，

60-85 分基本满意，60 分以下不满意。总满意度 =

非常满意 + 基本满意；（4）用 QLQ-C30 生命质量评

定量表［9］，对患者干预前后生命质量进行评估，分

值越高，生命质量越高。

1.4　统计学分析

汇 总 并 分 析 观 察 主 体 的 研 究 数 据 ， 并 利 用

SPSS22.0 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百分比资料

以［例（％）］描述，行卡方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描述，行 t 检验。当 P 值低于 0.05 时，

说明存在较高的检验价值。

2　结果

2.1　研究组与常规组干预前后 SDS 评分、SAS

评分对比见表 1
表1　研究组与常规组干预前后SDS评分、SAS评分对比

小组 病例
SDS SA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研究组 60 63.2±4.7 42.6±5.1 64.5±4.6 41.4±7.6

常规组 60 62.8±5.3 50.5±5.6 64.4±4.4 49.8±5.5

t - 0.170 11.856 0.185 12.640

P -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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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组与常规组干预前后 T 细胞亚群水平

对比见表 2
表2　研究组与常规组干预前后T细胞亚群水平对比

小组 时间 CD3+（％） CD4+（％） CD8+（％） CD4+/CD8+

研究组（60例）干预前 60.1±7.9 36.1±7.4 30.3±8.5 1.1±0.5

干预后 77.6±7.2＊＃ 50.5±6.9＊＃ 20.5±6.6＊＃ 2.1±0.7＊＃

常规组（60例）干预前 60.3±7.9 36.3±7.7 30.5±8.8 1.1±0.3

干预后 70.5±7.8＊ 42.1±7.5＊ 25.2±6.3＊ 1.5±0.6＊

注 ：比 较 同 组 干 预 前＊P<0 .05 ；比 较 常 规 组 干 预 后
＃P<0.05。

2.3　研究组与常规组护理满意度对比见表 3
表3　研究组与常规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小组 病例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研究组 60 30 25 5 91.67％

常规组 60 26 20 14 76.67％

χ2 - 15.712

P - <0.05

2.4　研究组与常规组干预前后生命质量评分对

比见表 4
表4　研究组与常规组干预前后生命质量评分对比

小组 病例 护理干预前 护理干预后 t P

研究组 60 55.3±6.9 72.9±6.3 22.563 <0.05

常规组 60 55.5±7.5 60.8±8.7 20.495 <0.05

t - 0.264 16.889

P - >0.05 <0.05

3　讨论

大多数癌症患者接受诊治过程中都会产生不同程

度的焦虑、抑郁情绪［10］。一旦被诊断为宫颈癌，会

对患者内心带来极大的冲击［11］。宫颈癌根治术虽然能

够有效治疗宫颈癌患者，但手术属于侵入性操作，会

在一定程度影响患者的生殖器官结构，影响其内分泌

功能，加重其心理负担；而且术后外形改变以及阴道

功能改变，会给患者性功能带来严重影响，不利于患

者家庭和谐［12］。这些都会使得患者出现明显的负性情

绪，神经 - 内分泌系统出现紊乱，机体免疫功能下降，

病情出现恶化；同时过度焦虑和抑郁会减弱患者治愈

信念，丧失对生活的希望，减低其依从性，影响患者

疾病转归［13］。心理护理可以改善患者的情绪，调节患

者神经 - 内分泌系统，加强患者身体免疫功能，进而

提高手术疗效，促使患者早日康复［14］。

本文研究发现：干预后，研究组 SDS 评分、SAS

评分低于常规组，且 T 细胞亚群水平改善情况优于

常规组。证实了心理护理的有效性。通过心态评估

结果，选取有效、针对性的方法对患者进行心理干

预，予以情感鼓励、支持，让患者能够正确调节自

我情绪，以此来释放患者负面情绪；帮助患者纠正错

误认知，改变其非理性思维，在面对疾病时，以积

极的心态应对，摒弃患者焦虑、抑郁［15］。本研究还

发现：研究组的满意度和生命质量高于常规组。提示

心理护理还可以提高患者满意度，改善其生命质量。

这是因为心理护理模式下，指导患者通过理性思维

方式，重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故而患者生活体验

较高，生命质量改善显著。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观

察时间也比较短，后续要扩大样本，延长观察时间

来观察心理护理的长期效果。

总之，心理护理能够有效改善宫颈癌患者的负性

情绪，提高患者满意度，改善其机体免疫和生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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