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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行为治疗对接受化疗的子宫内膜癌患者的效果

辛璐璐 1 、 金　洋 1 、 王　晶 1 、 姚婉露 2 、 张　果 2 、 陈红敏 1

【摘要】 目的　探讨给予接受化疗的子宫内膜癌患者认知行为治疗干预后患者的疼痛及情绪的变

化。方法　选取我院 180 例子宫内膜癌辅助化疗的患者，依据掷币法分为常规护理组 90 例及认知心

理组 90 例，常规护理组患者在化疗期间应用常规临床护理模式进行干预，认知心理组增加认知心

理行为模式，对比干预后两组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自尊感、疼痛及睡眠质量改变。结果　认知

心理组 SAS、PSQI、SDS、VAS、RSES 反向评分低于常规护理组，RSES 正向评分高于常规护理组

（P< 0.05）。结论　认知行为干预模式能够有效提升辅助化疗的子宫内膜癌患者自尊水平，纠正不

良情绪，减轻疼痛，改善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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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cognitive behavior model on anxiety，depression and pain in receiving chemotherapy pa-
tients with endometrial cancer　　XIN Lulu，JIN Yang，WANG Jing，et al. Department of Gynecology，Henan 
Cancer Hospital，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cognitive behavior model on anxiety，depression and pain in receiving 

chemotherapy patients with endometrial cancer. Methods　A total of 180 patients with endometrial cancer adjuvant chemo-

therapy in our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ventional nursing group（n=90）and the cognitive psychology group（n=90）
according to the coin toss method. Patients in the conventional nursing group were intervened with conventional clinical nurs-

ing mode during chemotherapy. Cognitive mental behavior patterns were added to the cognitive psychology group，and the 

changes in anxiety，depression，self-esteem，pain and sleep qualit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interven-

tion. Results　The reverse scores of SAS，PSQI，SDS，VAS，and RSES in the cognitive psycholog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ventional nursing group，and the positive RSES score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nursing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cognitive behavior model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elf-esteem level of endometrial cancer 

patients undergoing chemotherapy，improve bad mood states，relieve pain，and sleep quality.

【Keywords】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Endometrial cancer；Chemotherapy；Anxiety and depression；Pain

子宫内膜癌发生率仅次于宫颈癌，位居妇科恶

性肿瘤发病率第二名，严重威胁患者生命安全［1］。

手术治疗是子宫内膜癌患者最为常用的治疗手段，

术后多需辅以化疗以巩固治疗效果。由于化疗周期

长，不良反应多等因素影响，患者极易出现不良情

绪，影响患者的自尊水平和睡眠质量降低，影响化

疗效果，形成恶性循环［2］。因此，纠正患者情绪，

提升自尊水平及睡眠质量，对于提升化疗效果意义

重大。常规护理健康宣教的整体干预效果不理想。

认知行为治疗模式可以针对性提升患者认知，纠正

患者行为，改善患者心理状态，干预效果较好［3］，

但对于其应用于子宫内膜癌化疗患者中的效果临床

报道并不多见，基于此，本研究观察该模式应用于

辅助治疗的子宫内膜癌患者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后选取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 月期间就诊于本院的子宫内膜癌患者

180例患者进行研究，纳入标准：符合子宫内膜癌病理

诊断规范中对子宫内膜癌的诊断标准［4］；子宫内膜癌

［基金项目］河南省科技研发专项项目（编号：15210231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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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期；化疗前均接受腹腔镜手术治疗；围术期间情绪正

常；自愿参与研究。排除标准：精神病史；应用药物治

疗不良情绪者；视听障碍患者。应用掷币法分为两组，

常规护理组 90 例，年龄为 46～61 岁，平均为（53.56
±3.88）岁；体质量指数 22～27kg/m2，平均为（24.38±

1.11）kg/m2；病理类型：腺鳞癌 9例，浆液性腺癌 4例，

内膜样腺癌 77 例；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26 例，高中

及以上 64 例。认知心理组 90 例，年龄为 45～63 岁，

平均为（53.63±3.90）岁；体质量指数 22～26kg/m2，平

均为（24.35±1.08）kg/m2；病理类型：腺鳞癌 11例，浆

液性腺癌 5 例，内膜样腺癌 74 例；文化程度：初中及

以下 25 例，高中及以上 65 例。认知心理组与常规心

理组患者体质量、文化程度、病理类型等一般资料有

可比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紫杉醇 + 卡铂进行辅助化疗，

间隔 3 周化疗 4 周期，常规护理组患者应用常规护

理干预，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照顾患者饮食起居，

遵医嘱用药等；认知心理组增加认知心理行为模式干

预，（1）认知干预，建立微信公众号，嘱咐患者进行

关注，收集子宫内膜癌病因、治疗进展、治疗方案、

治疗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应对方案等相关知识，制作

成知识手册及小视频，手册对患者及家属进行发放，

视频上传至公众平台，嘱咐患者可在线观看后下载后

观看，首次观看时，确保医护人员在旁，患者有问

题及时进行解答，随后每天进行疾病相关知识推送，

推送的内容在科室主任审核无误后方可进行，微信

公众号随时保持有人在线，患者有问题时及时解答，

每周进行疾病知识考核，问卷由我院自行制作，考

核内容包含疾病病因、治疗、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案

四大项，在患者进行解答后及时评价，针对患者疾

病知识短板进行强化学习；（2）心理干预，在患者入

院后对患者进行情绪评估，明确引起患者焦虑抑郁

情绪出现的原因，并给予疏解，20～30min/ 次，3 次

/ 周，此项有我院取得心理咨询师资质的医护人员进

行操作；（3）行为干预，①制定饮食计划，饮食以清

淡为主，多食用爽口食物，禁食油腻、辛辣等食物，

②运动干预，由护理人员或家属陪伴患者进行慢跑

运动，15～20min/ 次，1 次 /d，③睡眠计划，定时睡

觉起床，22：00 上床休息，播放舒缓音乐 30min，早

上 7：00 起床，严格执行饮食、作息及运动计划，均

持续干预 4 个化疗周期，院内由医护监督，院外家属

监督，电话随访，心理治疗按时复诊。

1.3　观察指标

 （1）焦虑抑郁情绪：依据 SAS 焦虑自评量表及

SDS 抑郁自评量表进行评估，总分 100 分，分数越

低，情绪越好；（2）自尊感：依据 Rosenberg 自尊量表

（RSES）评估，其内包括 10 项内容，每项 1～4 分，

正向评分 5 项，反向评分 5 项，反向评分越低、正向

评分越高提示患者自尊水平越好；（3）疼痛：应用 VAS

视觉模拟评分评估，评分范围 0～10 分，最终得分与

疼痛严重程度成正比；（4）睡眠质量：依据 PSQI 匹兹

堡睡眠指数评估睡眠状况，其内包含 7 大维度，该研

究选取睡眠障碍、睡眠效率及睡眠时间三大维度进行

评估，每维度 0～3分，分数越低，睡眠质量越好。

1.4　统计方法

应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将本次研究内的数据

进行处理，［n（％）］表示病理类型、文化程度等计数

资料，结果应用 χ2 检验，（x±s）表示体质量、年龄、

睡眠质量等计量资料，结果采用 t 检验，P 值＜ 0.05
表明组间组内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焦虑抑郁情绪

常规护理组患者干预后 SDS 评分及 SAS 评分均

高于认知心理组患者水平（P<0.05），见表 1。
表1　干预前后SDS及SAS评分对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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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规护理组 90 70.02±5.59 52.51±3.33▲ 72.13±6.68 54.15±5.11▲

认知心理组 90 70.06±5.62 43.11±2.13▲ 72.09±6.71 46.41±1.19▲

t 0.0479 22.5594 0.0401 13.9950

P 0.9619 0.0000 0.9681 0.0000

注：组内与治疗前比较，▲P<0.05。

2.2　自尊水平

干预后常规护理组患者正向评分较认知心理组

患者低，反向评分高于认知心理组患者（P<0.05），

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RSE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正向评分 反向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常规护理组 90 6.69±1.01 13.85±1.29▲ 15.33±1.15 8.11±0.85▲

认知心理组 90 6.72±1.03 16.11±0.88▲ 15.41±1.18 5.33±0.25▲

t 0.1973 13.7299 0.4606 29.7667

P 0.8438 0.0000 0.6456 0.0000

注：组内与治疗前比较，▲P<0.05。

2.3　疼痛及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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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子宫内膜癌是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中较为常见

的一种，我国每年子宫内膜癌新增病例约为 20 万［5］，

目前多在术后辅以化疗进行治疗［6］。化疗时间较长，

且不良反应较多，影响患者的情绪，降低患者治疗依

从性及自尊水平，加重患者对疼痛感觉的敏感性，影

响睡眠质量，不利于患者的预后［7］，因此，积极有效

的消除患者不良心理情绪，更利于化疗的有序进行。

本研究发现，认知心理组患者干预后焦虑抑郁情

绪评分及自尊水平评分改善效果均优于常规护理组，

表明认知行为心理疗法能够有效扭转患者情绪，提

升患者自尊水平。临床分析认为，认知过程、生理状

况及环境事件与机体情绪的产生及转变均有着重要关

联，其中起着决定性因素的为认知过程。微信平台推

送及时更新疾病相关知识，能够不断刷新患者认知，

通过定时考核能够加深患者对疾病认知，检验自身

不足并及时进行强化，24h 在线能够及时解答患者疑

问［8］，认知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患者做出合理的情绪反

应［9］，达到改善患者情绪，调节患者自尊水平的效用。

长期的焦虑抑郁状态会提升患者化疗期间的疼痛

体验，加之情绪的影响，导致患者的睡眠质量下降［10］。

本研究显示，干预后认知心理组患者的 PSQI 评分及

VAS 评分降低效果均优于常规护理组患者，提示认知

心理行为模式能够有效降低患者化疗期间疼痛感，提

升患者睡眠质量。临床分析认为，认知干预能够及时

明确引起患者情绪转变的主要原因，并针对性的及

时进行疏解，行为干预通过引导患者定时训练，养成

良好的运动习惯，通过运动促使机体内内啡肽水平快

速提升，减缓疼痛，适度的运动还能够提升机体的疲

惫感，更利于患者入睡，为患者制定睡眠时间表，潜

移默化的调节患者生物钟，睡前辅助音乐催眠，为患

者入睡提供能有利环境，有效提升患者睡眠质量，辅

以饮食干预，补充运动消耗的同时加强患者的营养状

态，提升机体免疫功能进而加强化疗效果［11］，提升患

者治疗依从性，建立良性治疗循环。必须指出的是，

患者的心理状态还受到其社会支持、个性等因素的影

响，本研究无法完全排除这些因素的影响。

综上所述，认知行为心理干预可以有效改善子

宫内膜癌辅助化疗患者的情绪和睡眠质量，提升患

者自尊水平，减轻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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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心理组患者在干预后睡眠质量评分及疼痛 评分均较常规护理组患者水平低（P<0.05），见表 3。

表3　干预前后PSQI评分及VA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VAS评分
PSQI评分

睡眠障碍 睡眠效率 睡眠时间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常规护理组 90 5.18±1.13 2.68±1.08▲ 2.31±0.511.51±0.33▲ 2.35±0.60 1.49±0.29▲ 2.38±0.61 1.46±0.26▲

认知心理组 90 5.21±1.15 0.99±0.51▲ 2.29±0.520.80±0.05▲ 2.37±0.58 0.75±0.03▲ 2.39±0.59 0.60±0.05▲

t 0.1765 13.4237 0.2605 20.1807 0.2274 24.0793 0.1118 30.8149

P 0.8601 0.0000 0.7948 0.0000 0.8204 0.0000 0.9111 0.0000

注：组内与治疗前比较，▲P<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