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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模式对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 131I 治疗的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曹晓征 、 臧志娜 、 黄　诚

【摘要】目的　探讨协同模式对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 1�1I 治疗的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我院接受 1�1I 治疗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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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0 例。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协同模式干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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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干预后生活质量指数（SQLI）评分及护理满意率。结果　干预后，两

组患者的 HAMA、HAMD 评分均降低，且观察组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1）；观察组患者 SQLI

各项评分及护理满意率均高于对照组（P< 0.0�）。结论　协同模式干预能有效改善分化型甲状腺癌

患者在 1�1I 治疗出现的不良情绪，提高其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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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e Collaborative care model on negative mood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 treated with 131I　　CAO Xiaozheng，ZANG Zhina，HUANG Che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uoyang 471003，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the collaborative care model on negative mood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

tients with 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 treated with 131I. Methods　 A total of 60 patients with 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 

who were treated with 131I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6 to December 2018 were col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the control group（30 cases）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30 cases）received 

Collaborative care model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score，Hamilton anxiety scale

（HAMA）score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Spitzer quality of life index（SOLI）scor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rate be-

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HAMA and HAMD score in the two group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and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1）. SQLI scores and nurs-

ing satisfaction rate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Collaborative care model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negative emotion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 during 131I treatment，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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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针对分化型甲状腺癌（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rcinoma DTC）患者临床主要采取的治疗手段为外科

手术联合 131I 治疗，患者体内残余甲状腺和转移灶可

高度摄取 131I，131I 可发射β射线参与甲状腺组织清除，

并将肿瘤细胞有效杀灭，这一治疗方法即为放射性

碘 -131治疗（131I）［1-3］。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接受 131I 治

疗后，其需接受 3-4d 隔离治疗，期间需给予患者有效

护理，以促进其疾病恢复［4］。作为一种集患者家属 -

患者 - 医护人员三位为一体的新型护理模式，协同护

理模式在临床各科室护理实践中应用十分广泛，其可

显著提升患者生活质量，并能有效消除患者不良情

绪［5-6］。本文旨在探讨协同模式对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
131I 治疗的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现阐述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 年 1 月～2018 年 12 月我院分化型甲

状腺癌术后接受 131I 治疗患者 60 例作为主要研究对

象。纳入标准［7］：符合分化型甲状腺癌的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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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病理活检确诊者；年龄 18～65 周岁；病灶无转移

者；均行术后 131I 治疗；理解和语言表达能力良好者；

知情本次研究，且自愿参与者。排除标准［7］：因各种

原因脱落者；失访或随访时间不足者；哺乳期妊娠期

女性；合并严重感染、血液系统疾病、严重心肝肾

等功能障碍者；合并其他恶性肿瘤者。本研究经医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

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观察组患者年龄为 28～65
岁，平均（46.3±2.7）岁；性别比例男 / 女为 16/14。

对照组组年龄为 27～64 岁，平均（47.2±3.1）岁；性

别比例男 / 女为 17/13。两组基线资料比较无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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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做好并发症

防治、合理指导用药、日常护理、生命体征监测等。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协同模式干预，具

体为：（1）建立协同干预小组：由主治医生、心理咨

询顾问、影响专家、医疗专家、护理人员等共同组建，

统一培训小组内各成员，将协同护理的相关内容做

详细讲解，并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制定科学的协同干

预方案。（2）制定健康手册：涉及的具体内容为 131I 治

疗期间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治疗意义和原理、有

效防护不良反应的措施等，为了便于患者认识和理

解文字内容，可将图片配置在各项文字内容中。将

病房环境、医院环境、相关防护设施等内容通过漫

画形式在指导手册中添加，并在指导手册上填写有

关人员联系方式，以供患者及时有效咨询。（3）宣教

协同护理：为提升患者及其家属的配合度和诊疗积极

性，需构建和谐的护患关系，小组成员将健康宣教

的相关内容详细介绍给患者及其家属，促使其充分

认识术后 131I 治疗的重要意义，将相关注意事项详细

告知患者，并将治愈的成功案例介绍给患者，以增

强其治疗的信心，从而提升其配合度。（4）护理内容

协同：即将有效、正确的咳嗽、排痰的方法详细告知

患者，叮嘱家属监督和协助患者，以不断增强其治

疗的信心。在患者肢体运动中，叮嘱家属给予协助，

协助其合理变换体位，以提升其舒适度。（5）患者间

协同：在同一个病房内安排接受术后 131I 治疗的患者，

叮嘱患者相互之间积极沟通和交流，加强统一管理，

可将自身成功治疗经验在患者之间进行分享和交流，

实现患者之间相互安抚和帮助，以增强患者的自我

管理能力。良好的交流和沟通，可对患者各种不良

情绪，如失望、不安、抑郁、焦虑等予以有效缓解，

可对其心理状况予以显著改善，从而提升其护理和

治疗配合度，进而促进其病情快速恢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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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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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Spitzer 生活质量指数［9］（SQLI）

评估患者生活质量，包括 5 项内容，即生活认知、

社会和家庭支持、日常生活、健康状况、活动能力

等，各项分值为 2 分，总分 10 分，分值越高越好。

（4）护理满意率：通过发放自制问卷调查，分为三

级，满分 100 分，即不满意、满意、一般等，对应

分值为 65 以下、90 分以上、65-90 分。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 SPSS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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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MD 及 H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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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见表 1，表 2。 
表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HAMD评分比较（x±s，分）

分组 n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30 24.7±3.5 8.5±1.4*

对照组 30 24.9±4.2 13.8±1.6*

T值 0.5241 4.8527

P值 0.639 0.000

注：与干预前相比，*P<0.05。

表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HAMA评分比较（x±s，分）

分组 n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30 21.4±2.8 7.7±0.5*

对照组 30 21.6±2.5 12.6±0.8*

T值 0.0214 4.1365

P值 0.425 0.000

注：与干预前相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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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患者干预后 SQLI 评分比较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 SQLI 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

组（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干预后SQLI评分比较（x±s，分）

分组 n 生活认知 日常生活 健康状况 活动能力 社会和家庭支持

观察组 30 1.8±0.4 1.7±0.6 1.8±0.4 1.9±0.2 1.8±0.4

对照组 30 1.2±0.5 1.1±0.4 1.1±0.1 1.3±0.1 1.2±0.6

T值 3.2104 3.6254 2.9635 3.4175 2.6478

P值 0.000 0.000 0.001 0.000 0.002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率（96.67％）明显高于对

照组（83.33％）（P<0.05），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率比较［例（％）］

分组 n 一般 不满意 满意 满意率（％）

观察组 30 9（30.0） 1（3.33） 20（66.67） 29（96.67％）

对照组 30 10（33.33） 5（16.67） 15（50.0） 25（83.33％）

T值 0.0325 4.5326 2.0314 4.5326

P值 0.623 0.000 0.002 0.000

3　讨论

在临床上，甲状腺癌是一种常见恶性肿瘤，具

有较高的发病率，大部分癌肿以滤泡上皮为起源部

位，该病症根据不同病理类型可分为乳头状癌、滤泡

状癌、髓样癌、未分化癌等四种类型［10］。而分化型甲

状腺癌主要包括两种类型，即乳头状癌和滤泡状癌，

在治疗此类患者的过程中，较为适用的方法即为放射

性碘［11］。随着影像融合技术的飞速发展，临床诊断

检出甲状腺肿瘤的几率不断提高，分化型甲状腺癌在

甲状腺恶性肿瘤占比较多，严重危害着患者的身心健

康［12］。协同模式干预主要围绕护理人员、患者家属、

患者开展相关护理工作，要求三者之间相互帮助和协

同，以确保各种诊疗活动中患者能更好的配合［13］。对

于患者而言，协同模式干预可将现有人力资源充分发

挥出来，促使护患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保证家属和

患者积极配合临床治疗和护理，从而提升其诊疗效

果；同时该护理模式的实施还可促使患者之间相互交

流和沟通，提升患者对治疗的信心，消除不良情绪，

从而提升其生活质量［14］。本研究显示，干预后，两组

患者的 HAMA、HAMD 评分明显降低（P<0.05），且

观察组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而观察组患者

SQLI 各项评分则高于对照组（P<0.05）。提示分化型

甲状腺癌患者术后 131I 治疗期间给予协同模式干预可

显著提升患者生活质量，并消除抑郁、焦虑等不良情

绪。该结果与刘春［15］的文献报道较为接近，认为协

调模式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 HAMA、HAMD 及 SQLI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本研究同样发现，观察组患

者护理满意率（96.67％）明显高于对照组（83.33％）

（P<0.05）。提示术后 131I 治疗的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

对协同模式干预满意度较高，具有积极作用和价值。

综上所述，分化型甲状腺癌术后 131I 治疗期间给

予协同模式干预的效果显著，即可对患者不良情绪

予以有效缓解，还可提升其生活质量，患者普遍满

意，值得推广研究。

参考文献

1. 陈春光，许萍 . 养阴散结汤对分化型甲状腺癌患儿行甲

状腺次全切除术后 T 淋巴细胞亚群的影响［J］. 中医学报，

2019，34（01）：126-130.

2. 吴培信，陈子彪，揭霞，等 . 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血清甲

状腺球蛋白和促甲状腺激素的表达及意义［J］. 广东医科大

学学报，2019，37（03）：289-291.

3. 周靖楠 . 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焦虑的现况调查及护理干预

研究［J］. 国际精神病学，2019，19（75）：285-286.

4. 赵建新，张弛，刘荫华，等 .120例分化型甲状腺癌随访 8年

的预后因素分析［J］. 中国癌症杂志，2016，23（01）：51-54.

5. 杨洋 . 甲状腺球蛋白测定联合～（131）I 全身显像在分

化型甲状腺癌清甲后随访中的价值［J］. 国际精神病学，

2017，4（86）：16889.

6. 谈晓娅 . 促甲状腺激素抑制疗法在分化型甲状腺癌治疗中

的应用价值［J］. 当代医药论丛，2018，16（01）：144-146.

7. Spitzer WO，Dobson AJ，Hall J，et al. Measur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cancer patients：a concise QL-index for use by physi-

cians［J］. J Chronic Dis.2016，34（12）：585 －597．

8. 杨素云，师晓丽，胡婷婷，等 . 品管圈活动对分化型甲状

腺癌病人全身碘扫描污染率的影响［J］. 护理研究，2018，

32（14）：2281-2283.

9. 周广起，刘新梅，熊斌，等 . 分化型甲状腺癌术后 PTH 变

化及发生低钙血症的临床分析［J］. 国际精神病学，2016，

23（05）：700-702.

10. 彭江涛，杨可，张旭 . 分化型甲状腺癌颈淋巴结清扫范围分

析［J］. 中华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2018，28（08）：784-785.

11. 黄俊魁 . 甲状腺全切术治疗分化型甲状腺癌的安全性探

讨［J］. 长治医学院学报，2017，31（02）：125-127.

12. 潘炯，贾丽琼 .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与 sIL-2R 在分化型甲

状腺癌患者血清中的表达水平［J］. 山西医药杂志，2017，

46（12）：1408-1411.

13. 邱琰 . 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131）I 核素治疗的观察与

护理［J］. 上海护理，2017，15（01）：40-42.

14. 欧阳晖，蒋泽，黄河 . 全切术与次全切术治疗分化型甲

状腺癌的效果对比［J］. 中外医疗，2016，34（11）：3-4.

15. 刘春 . 协同护理模式对甲状腺癌术后～（131）I 治疗患者

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J］. 中国老年保健医学，2019，17
（03）：142-144.

（收稿日期：2020 年 3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