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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默疗法对老年直肠癌患者术后睡眠和不良情绪的影响

朱应春 

【摘要】目的　探讨静默疗法对老年直肠癌患者术后睡眠质量与不良情绪的影响。方法　选择我

院 2017 年 6 月 ~2019 年 6 月 150 例老年直肠癌患者，数字表法均分为两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

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静默疗法，比较护理前后两组患者睡眠质量以及不良情绪。结果　护

理后两组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均显著降低，且观察组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等评分均显著低

于对照组（P< 0.05）；护理后两组 SAS 评分、FAVS 评分、SDS 评分均显著降低，且观察组均低于对

照组（P< 0.05）。结论　静默疗法能够有效降低老年直肠癌患者手术后焦虑、恐惧、抑郁等不良情绪，

提升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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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ilent therapy on postoperative sleep quality and mood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rectal cancer 
　　ZHU Yingchun. Department of Nursing，Puyang Oilfield General Hospital，Puyang 457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silent therapy on postoperative sleep quality and bad mood in el-

derly patients with rectal cancer. Methods　A total of 150 elderly patients with rectal cancer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7 to June 2019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the digital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silent therapy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care. The sleep quality and mood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nursing，the Pittsburgh Sleep Qual-

ity Index（PSQI）of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and the sleep time，sleep efficiency and other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nursing，the SAS score，

FAVS score and SDS scor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Silent therapy can effectively reduce anxiety，fear，depression and other neg-

ative emotions of elderly rectal cancer patients after surgery，and improve their sleep quality.

【Key words】Silent therapy；Elderly rectal cancer；Sleep quality；Mood

直肠癌较为常见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受到经

济压力、永久性结直肠造口、排便方式改变等的影

响，患者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频发，老年患者尤

其明显，，睡眠质量受到严重影响［1］。静默疗法指个

体将意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或几个声音、意念或

情绪体验的一种训练方式，其作为一种“新心理疗

法”已在欧美国家推广，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应激处

置、放松、自信心提升以及提高心理健康水平的治

疗手段［2］。我院近年将静默疗法用在术后老年直肠

癌患者，意在探讨其退患者心理健康水平和睡眠的

影响，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我院 2017 年 6 月 ~2019 年 6 月 150 例老

年直肠癌患者，数字表法均分为两组，对照组采用

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静默疗

法。观察组男 45 例，女 30 例；年龄 60～77 岁，平

均（68.32±4.01）岁，文化水平：小学 31 例，初中

25 例，高中 / 中专 17 例，本科 2 例；直肠癌 TNM 分

级Ⅰ期 8 例，Ⅱ a 期 34 例，Ⅱ b 期 28 例，Ⅲ a 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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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手术时间（119.88±19.22）min；出血量（224.11
±30.53）ml；住院时间（12.22±2.01）d；术后切口均

Ⅰ期愈合；术后疼痛程度：轻度 21 例，中度 44 例，

重度 10 例。对照组男 42 例，女 33 例；年龄 61～76
岁，平均（68.11±4.12）岁，文化水平：小学 34 例，

初中 26 例，高中 / 中专 14 例，本科 1 例；TNM 分级

Ⅰ期 10 例，Ⅱ a 期 35 例，Ⅱ b 期 24 例，Ⅲ a 期 6
例；手术时间（122.65±20.05）min；出血量（221.87
±32.12）ml；住院时间（12.30±2.04）d；术后切口均

Ⅰ期愈合；术后疼痛程度：轻度 21 例，中度 44 例，

重度 10 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1）纳入标准：病理诊断确诊为直肠癌；无远处

转移；拟行根治手术；无原发性精神疾病；60～80 岁，

小学及以上文化水平。（2）排除标准：3 个月内有精神

药物服用史；手术前具有睡眠障碍或精神疾病；合并

严重心脑血管疾病；认知功能障碍；生命体征不稳定。

1.3　方法

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术后进行生命体征监测，

并发症观察与预防；护士主动关心患者，建立和谐的

医患关系；讲解创面自我护理以及结直肠造口相关健

康知识；倾听患者诉说，了解其内心想法，给予关心、

鼓励等心理支持；营造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常规

护理每天均开展，直至出院。

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静默疗法。（1）

三线放松疗法：取舒适卧位，三线指身体的前面（面

部、胸前、足背等）、后面（颈后、背部、脚跟等）

和侧面（侧脸、肩胛、手指尖）三条身体主线，按

此顺序对三线肌肉、骨骼进行放松，并在心里默念

“松”字，每天重复 6～10 组；（2）腹式呼吸干预：静

卧于床上，播放《云水禅心》、《平沙落雁》等舒缓古

典音乐，保持全身放松，将双手置于腹部，微闭双

目，缓慢的吸气并屏气 3 s，然后缓慢呼出气体，呼

气 3 s 左右，期间用手感受腹部起伏，放空杂念、专

注呼吸，每天干预 15-20min；（3）正念冥想：取薰衣

草芳香精油香囊置于床边，护士或家属引导患者说

出感觉较为舒适的场景，例如湖边、公园、山间等，

患者静卧于床上，患者闭眼想象自己身处这舒适的

环境内，每次 15-20min；（4）森田疗法：舒缓音乐背

景下静卧，护士进行森田理念解释，引导患者采用

“顺其自然，为所当为”的应对模式，将疾病、生理

改变等看作身体的一部分，强调不要刻意摆脱当前

面处境，每次 15-20min。从术后生命体征稳定开始

每隔 3d 干预一次，直至出院，出院前评估护理效果。

1.3　观察指标

护理前后进行 Zang 氏焦虑自评量表（SAS）、抑

郁自评量表（SDS）评价 ［3］，两量表各具有 20 个条目，

根据严重程度评分 1-4 分，得分 ×1.25 取得到粗分，

得分越高焦虑、抑郁情绪越严重；恐惧心理：参照恐

惧视觉模拟评分法（FAVS）［4］，总分 10 分，得分越

高恐惧情绪越严重。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4］：

包括睡眠质量、睡眠时间、睡眠效率、入睡障碍、

入睡时间、药物应用、日间功能等 7 项，每项评分

0-3 分，分值越高睡眠障碍越严重。匹兹堡睡眠质量

指数（PSQI）［5］：包括睡眠时间、质量、效率等 7 项，

每项评价 0-3 分，分值越高睡眠质量越差。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0.00 软件，计量资料以 “x±s”表示，

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P<0.05 表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睡眠质量比较

护理后两组 PSQI 均显著降低，且观察组睡眠时

间、睡眠效率等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见表 1。

表1　两组睡眠质量比较（x±s）

组别 时间 入睡时间 入睡障碍 睡眠效率 药物应用 睡眠质量 日间功能 睡眠时间

观察组（n=75） 护理前 1.43±0.25 1.38±0.21 1.40±0.19 0.87±0.12 1.28±0.32 1.19±0.24 1.32±0.20

护理后 0.87±0.12△▲ 0.79±0.13△▲ 1.02±0.16△▲ 0.34±0.04△▲ 0.89±0.09△▲ 0.77±0.09△▲ 1.01±0.19△▲

对照组（n=75） 护理前 1.45±0.22 1.36±0.20 1.41±0.17 0.89±0.14 1.26±0.30 1.17±0.20 1.30±0.22

护理后 1.05±0.18△ 1.03±0.21△ 1.10±0.20△ 0.48±0.10△ 0.98±0.12△ 0.97±0.18△ 1.12±0.17△

注：与护理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两组不良情绪比较

护理后两组 SAS 评分、FAVS 评分、SDS 评分均

显著降低，且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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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不良情绪比较（x±s）

组别 时间 SAS评分 FAVS评分 SDS评分

观察组（n=75）护理前 43.76±9.12 5.87±0.76 41.12±8.02

护理后 27.87±2.83△▲ 2.05±0.32△▲ 24.98±2.93△▲

对照组（n=75）护理前 43.61±9.01 5.90±0.65 40.98±7.83

护理后 36.09±5.94△ 3.06±0.40△ 32.00±4.18△

注：与护理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论

报道称 30％～75％的癌症患者在治疗期间出现

睡眠障碍，20％～87％的患者存在明显的焦虑、抑

郁情绪。睡眠质量与不良情绪相互影响，形成恶性

循环［6］。如何改善老年直肠癌患者睡眠质量，降低

不良情绪已成为术后护理的重要任务之一。静默疗

法国内最先开展于眼科手术的围术期护理，具有缓

解焦虑的作用。现代静默疗法理论要求受试者摒除

一切杂念与牵累，努力使其体验一种特殊心境，即 

“静默心境”，达到将不良刺激、自身以及自然熔合

于一体的效果。

本研究针对老年直肠癌患者术后睡眠质量差、

不良情绪频发的特点，针对静默治疗理念制定了三

线放松疗法、腹式呼吸干预、正念冥想、森田疗法

的静默疗法方案，结果发现：采用静默疗法的观察组

护理后 PSQI 指数、SAS 评分、FAVS 评分以及 SDS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说明静默疗法有助于提升

患者的睡眠质量，改善不良情绪。三线放松疗法是

典型的东方静默法，将全身分为前、后侧面三条放

松主线，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放松身体部位的放松

上，从肌肉、脏腑组织再到神经都达到一种全面的

放松状态，减轻焦虑个疼痛。腹式呼吸干预在舒缓

的古典音乐背景下进行，有助于降低交感神经系统

兴奋，维持神经内分泌系统的稳定，改善术后情绪。

正念冥想在静默理念中实质为将主要关注点在病情

的意识转移到另一个客体上，即内心想象中的最美

好场景，以平和心态接纳当前处境，引导其缓解不

良情绪；另外该干预过程还引入芳香疗法，芳香精

油具有高扩散性与渗透性，机体吸入以后作用于下

丘脑、大脑皮质，对人体神经内分泌系统起到调节

作用，起到减轻不良情绪，提升睡眠质量的效果［7］。

对于老年直肠癌患者的术后护理而言，该理念推荐

患者采用“顺其自然，为所当为”的应对模式，即将

疼痛、肠造口等看作是身体的一部分，避免过渡关

注造成的焦虑及恐惧情绪［8］。

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由于条件限制，出院后未

对患者进行延续性护理，关于静默疗法是否对患者

院外睡眠质量与不良情绪具有改善效果还不得而知，

还需要构建院外护理模式，并进一步跟进随访。综

上所述，静默疗法能够有效降低老年直肠癌患者手

术后焦虑、恐惧、抑郁等不良情绪，提升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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