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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干预对胃癌化疗患者负性情绪和睡眠质量的影响

陈倩倩 、 韩　洁 、 张　品

【摘要】目的　观察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对胃癌化疗患者负性情绪和睡眠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

我院 2017 年 2 月 ~2019 年 7 月期间收治的 148 例胃癌化疗患者作为主体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表法

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74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给予综合护理干预。对

比观察干预前后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干预后睡眠质量及对住院护理的满意程度。结果　（1）干

预前，两组患者的 SAS、SD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SAS、SDS 评

分较干预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2）干预后，观察组患者 PSQI 量

表各项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3）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采取综合护理干预胃癌化疗患者，可缓解患者负性情绪，改善患者睡眠，增加护理满意度，

促进患者病情恢复，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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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negative mood and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undergoing chemotherapy　　CHEN Qianqian，HAN Jie，ZHANG Pin. Internal Oncology Department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Henan Cancer Hospital，Zhengzhou 450008，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negative mood and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undergoing chemotherapy. Methods　A total of 148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undergoing chemotherapy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7 to July 2019 were col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observation group（74 cases）received routine nursing；control group（74 cases）received compre-

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self-rating depressive scale（SDS）score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the sleep quality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1）

Before intervention，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SAS，SDS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Compared 

with before intervention，the SAS，SDS score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lower after intervention（P<  0.05），and the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2）After intervention，the Pitts-

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scale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3）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chemotherapy can 

alleviate negative emotions and sleep quality of patients，increase nursing satisfaction，and promote recovery of pa-

tients，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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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是常见消化系统恶性肿瘤，发病率高，严

重危害患者身心健康［1］。化疗在胃癌患者中应用较

广泛，而科学的护理能够缓解病人消极情绪，改善

睡眠质量，是提高患者化疗效果的有效措施 ［2］。本

研究旨在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对胃癌化疗患者负性情

绪和睡眠质量的影响。

1　资料及方法

1.1　一般资料

［作者工作单位］河南省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内科（郑州，450008）。

［第一作者简介］陈倩倩（1986.11-），女，河南郑州人，本科，主管护师，研究方向：肿瘤内科疾病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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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取我院 2017 年 2 月 ~2019 年 7 月期间收治

的 148 例胃癌化疗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1）根据术后病理诊断，确诊胃癌；（2）年龄 <80
岁；（3）预测生存期超过 6 个月者；（4）接受化疗治

疗；（5）自愿参与本次研究且签署有同意书；排除标

准：（1）不愿参与研究者；（2）年龄≥ 80 岁者；（3）
预测生存期低于 6 个月者；（4）精神病史、认知功

能障碍者；（5）酒精依赖、不良生活习惯（如吸烟）

等；（6）化疗药物过敏者；（7）失语失聪、无法正常

交流者；（8）妊娠期或哺乳期女性。本研究得到医

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同意。根据随机数表法进行分

组，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74 例。对照组：41
例男性，33 例女性；年龄 31~75 岁，平均年龄（53.94
±4.58）岁。观察组：43 例男性，31 例女性；年龄

34~78 岁，平均年龄（54.58±5.02）岁。两组患者一

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向病人

解释化疗的目的及具体方法，讲解化疗过程中可能

出现的不良反应以及注意事项，观察患者生命体征

变化，一旦出现异常，告知医生，对症处理。

1.2.2　观察组　 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同时给予

综合护理干预，具体措施如下：（1）心理护理。护

士主动与患者沟通交流，尽量满足患者合理需求，

充分尊重患者，获取患者信任，分享一些成功案例，

给予患者鼓励，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保持乐观心

态，主动配合治疗；（2）饮食护理。护士综合分析

患者体重、血清蛋白含量和褶皱厚度等，判断营养

状况，制定个性化营养指导。叮嘱患者多吃易消化

且清淡、富含维生素及蛋白质的食物，遵循少量多

餐的基本原则，满足营养需求。必要时，肠外营养

支持，保持健康体态。告知患者化疗期间多喝水，

每天饮水量至少 3000ml，增加排尿量，减轻肾脏负

担；（3）睡眠护理。优质睡眠可以恢复机体抵抗力，

保持良好精神面貌，积极配合后续治疗。护士指导

患者睡觉前温水泡脚，或者是饮热牛奶，也可读一

些休闲杂志或者听舒缓音乐，促进睡眠。睡前不可

饱食，也不要进行剧烈运动。必要时，遵照医嘱，

给予安眠药；（4）并发症护理。胃癌患者化疗中，

常见的并发症为胃肠道反应，且多表现为恶心呕吐。

化疗前，遵照医嘱，给予恩丹西酮、盐酸格拉司琼

等，预防胃肠不良反应。观察患者反应，有无出现

头痛、口干、头晕等表现，若是发现，及时通知医生。

1.3　观察指标

 （1）心理状态：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3］评估患者的焦虑情绪，得分越

高说明患者的焦虑情绪越明显；采用抑郁自评量表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4］评估患者的抑

郁情绪，总分值越高表示患者抑郁情绪越严重。

 （2） 睡 眠 质 量：采 用 匹 兹 堡 睡 眠 质 量 指 数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5］，评估患者

的睡眠质量，包括睡眠时间、睡眠障碍、入睡时间、

睡眠效率、日间功能和安眠药物，得分越高说明睡

眠质量越差。

 （3）护理满意度：采用自制的问卷表，调查护

理满意度，总分值 100 分，60-100 分说明患者满意，

0-59 分表示患者不满意。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 SPSS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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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 SAS、SDS 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SAS、SDS 评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SAS、SDS

评分较干预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评分明显低于对

照组（P<0.05），见表 1。
表1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SAS、SD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SAS评分 SDS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74 57.79±5.12 35.48±7.12 54.57±4.58 38.49±5.61

对照组 74 58.24±5.61 43.26±4.57 55.18±5.61 45.67±5.12

t 0.498 5.698 0.274 4.598

P 0.513 0.000 0.682 0.000

2.2　干预后两组患者 PSQI 评分比较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 PSQI 量表各项评分明显低

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2.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 察 组 患 者 的 护 理 满 意 度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组

（P<0.05），见表 3。

3　讨论

目前，化疗是治疗恶性肿瘤的常用手段，可有

效控制肿瘤病灶，抑制肿瘤细胞进一步分化及增殖，

特别是能够预防术后肿瘤细胞转移及复发，延长病

人的生存期 ［7］。然而，胃癌患者化疗期间，受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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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药物的影响，加之患者对病情的担心，容易产生

负性情绪，主要表现为焦虑、抑郁等，影响睡眠质

量，不利于疾病治疗及恢复［8-9］。故此，我们在胃癌

患者化疗期间应该加强护理干预，缓解其负性情绪，

改善睡眠质量，增加患者治疗依从性，促进患者恢

复。本研究显示，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SAS、SDS 评

分较干预前明显降低，观察组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且观察组患者 PSQI 量表各项评分明显

低于对照组（P<0.05）。周明慧［10］在《护理临床干预

对胃癌化疗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及睡眠质量的效果评

价》研究中将 80 例化疗的胃癌患者分成对照组（常

规护理）与实验组（针对性护理），经比较发现，实

验组护理后焦虑评分、抑郁评分低于对照组，睡眠

质量中睡眠时间、睡眠障碍、入睡时间、睡眠效率、

日间功能、安眠药物评分低于对照组本研究结果和

周明慧研究基本符合，提示恰当的护理干预可以缓

解胃癌化疗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改善睡眠质量。

综合护理干预，是一种新型护理模式，融合小组护

理与责任制护理的优点，综合分析病人的实际情况，

制定可行的护理计划，指导护理实践［11］。本研究结

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提示综合护理干预不仅能缓解患者焦虑

抑郁情绪，改善睡眠质量，还能增加医患配合、治

疗依从性，促进患者恢复。 本研究中，研究组护理满

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

综上所述，采取综合护理干预胃癌化疗患者，

通过心理护理、饮食护理、睡眠护理及并发症护理

等措施进行干预，缓解患者负性情绪，指导患者科

学饮食，促进患者睡眠，减少并发症，增加护理满

意度，促进患者病情恢复，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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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干预后两组患者PSQI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睡眠时间 睡眠障碍 入睡时间 睡眠效率 日间功能 催眠药物

观察组（n=74） 0.52±0.18 0.56±0.25 1.01±0.23 0.78±0.19 0.41±0.14 0.82±0.06

对照组（n=74） 1.56±0.27 1.34±0.41 1.67±0.51 1.06±0.25 1.45±0.31 1.41±0.56

t 8.742 6.837 5.673 5.982 7.892 6.793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表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74 71 3 95.94％

对照组 74 62 12 83.78％

χ2 8.114

P 0.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