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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干预联合音乐放松疗法对晚期肺癌化疗患者希望水平、心理痛苦程度、
癌因性疲乏的影响

申智慧 、 李　丽 、 李胜楠 、 焦妙蕊

【摘要】 目的　探讨基于希望理论的心理干预联合音乐放松疗法对晚期肺癌化疗患者希望水平、

心理痛苦程度、癌因性疲乏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6 年 12 月～2019 年 12 月我院晚期肺癌化疗患

者 106 例，按入院时间顺序分为研究组（n=53）、对照组（n=53）。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干预，于常

规护理干预基础上研究组采取基于希望理论的心理干预配合音乐放松疗法，均干预 1 个月。比较两

组治疗依从性及干预前、干预 1 个月后心理痛苦程度、希望水平（HHI）、癌因性疲乏（PFS）评分。

结果　干预 1 个月后研究组对现实和未来的积极态度、采取积极行动、与他人保持亲密关系评分高

于对照组（P< 0.05）；干预 1 个月后研究组心理痛苦程度优于对照组（P< 0.05）；干预 1 个月后研究组

行为、情感、感知、认知评分低于对照组（P< 0.05）；研究组治疗依从率 94.34％高于对照组 81.13％

（P< 0.05）。结论　基于希望理论的心理干预配合音乐放松疗法应用于晚期肺癌化疗患者，可减轻

其心理痛苦程度，提高患者希望水平，缓解其癌因性疲乏，提高治疗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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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hope combined with music relaxation 
therapy on the level of hope，the degree of psychological pain，and cancer-related fatigue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lung cancer chemotherapy　　SHEN Zhihui，LI Li，LI Shengnan，et al. Henan Cancer Hospital Affili-
ated to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8，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hope combined 

with music relaxation therapy on the level of hope，the degree of psychological pain，and cancer-related fatigue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lung cancer chemotherapy. Methods　A total of 106 advanced lung cancer patients with 

chemotherapy in our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16 to Dec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n=53）and control group（n=53）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admission time. The control group took conventional nursing 

intervention，and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nursing intervention，the study group took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hope combined with music relaxation therapy，and both intervened for 1 month.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the degree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Herth Hope index level（HHI）and Piper Fatigtle Scale（PFS）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1 month of the interven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1 month 

of intervention，the study group’s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reality and the future，taking positive actions，and 

maintaining close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scor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degree of 

psychological pain in the study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1 month of intervention（P<0.05）. 

After the intervention，the behavior，emotion，perception，and cognition score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rat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94.34％，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81.13％）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hope combined with music relaxation therapy applied to patients with advanced lung cancer chemotherapy can allev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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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具有较高发病率及死亡率，全球每年约

100～130 万人死于肺癌［1-2］。晚期肺癌患者因化疗不

良反应的影响，易出现癌因性疲乏、心理适应水平

低下。如何改善晚期肺癌化疗患者心理状态已经成

为保障治疗效果的关键之一。音乐放松疗法利用音

乐对人体的影响，协助个体达到心理、情绪、生理

的总体改善［3］。希望理论以希望作为目标，路径思

维作为实现目标的方法，动力思维作为原动力，调

动个体情绪，提高希望水平，进而改善心理韧性［4］。

已有研究证实其在改善抑郁症患者心理状态方面的

应用效果，但其在晚期肺癌化疗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尚鲜见报道。本研究首次分析基于希望理论的心理

干预配合音乐放松疗法对晚期肺癌化疗患者希望水

平、心理痛苦程度、癌因性疲乏的影响，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 年 12 月～2019 年 12 月我院晚期肺

癌化疗患者 106 例，按入院时间顺序分为研究组

（n=53）、对照组（n=53）。两组患者年龄、体质量、

性别、文化水平、主要转移部位、卡氏评分均衡可

比（P>0.05），见表 1。
表1　一般资料

项目 研究组（n=53） 对照组（n=53） t/χ2/u P

年龄（岁） 38~71（54.03±6.16）37~72（53.74±6.31）0.239 0.811

体质量（kg） 47~79（63.40±5.16）48~77（62.84±5.31）0.551 0.583

性别（男/女） 29/24 31/22 0.154 0.695

文化水平

小学及以下 12（22.64） 14（26.42）

0.137 0.891初中及高中 30（56.60） 27（50.94）

大专及以上 11（20.75） 12（22.64）

主要转移部位

内脏 15（28.30） 14（26.42）

0.384 0.701
骨 13（24.53） 12（22.64）

多处淋巴结 21（39.62） 22（41.51）

其他 4（7.55） 5（9.43）

卡氏评分 61~82（71.26±3.89）62~84（70.88±4.10）0.490 0.626

1.2　选取标准 

（1）纳入标准：经病理检查确诊；符合晚期肺癌

相关诊断标准［5］；均接受化疗者；肺癌 TNM 分期为

IV 期；预计生存周期≥ 3 个月；知情本研究并签署同

意书。（2）排除标准：服用抗精神失常药物者；具有

高自杀风险；严重视听障碍影响问卷正确作答者；既

往精神疾病史；合并其他癌症及严重躯体疾病。

1.3　方法 

1.3.1　对照组　给予常规护理干预：①入院指

导：向患者告知主管医师、责任护士、科室环境等；

②饮食指导：依据患者生理与饮食特点，为患者制定

个性化饮食方案。③用药指导：告知患者药物使用剂

量、方法、常见不良反应与应对措施等。④健康教

育：向患者讲解肺癌病因、症状、化疗治疗意义、注

意事项等。⑤心理护理：积极与患者沟通，了解其心

理状况，鼓励患者多与病友、家属交流，并积极进

行听轻音乐、下象棋等文娱活动。

1.3.2　研究组　于常规护理干预基础上研究组

采取基于希望理论的心理干预配合音乐放松疗法：

（1）基于希望理论的心理干预：希望理论包括

目标、路径思维、动力思维 3 个要素，希望作为积

极影响因素，可淡化疾病对患者造成的痛苦，给予

患者战胜疾病勇气，改善心理健康状况，已有研究

将基于希望理论的心理干预用于妊娠期糖尿病患者，

在改善患者不良心理情绪方面具有积极作用［6］。本

研究具体步骤如下。

①教育：向患者与家属讲解希望理论内涵、意

义，使患者明确自身希望水平和健康之间关联性，

激发、调动内在动力与积极性。

②目标：与患者、家属一同参考患者个人情况

设置护理目标，采取 1 对 1 深度访谈，制定宣教表，

掌握患者自我管理及对疾病认知状况，并为患者提

供肺癌化疗期间系统信息支持，深入分析患者对化

疗认知偏差与不良情绪来源，以委婉的语言告知患

者负性情绪对疾病预后的影响，纠正患者“癌症＝短

期死亡”的错误观念，列举预后良好病例，增强患者

治疗信心，改变治疗态度，促使患者确定良好自我

管理水平、心理韧性对疾病预后的重要性，协助患

者设置行为转变目标，并循序渐进地达成目标。

the degree of their psychological pain，improve the patient's level of hope，relieve their cancer-related fatigue，and 

improve treatment compliance.

【Key words】Lung cancer；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hope；Music relaxation therapy；De-

gree of psychological pain；Cancer-related fatigue；Hope level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1 年第 48 卷第 2 期- 356 -

◎

护
理
园
地◎

 N
ursing discussion

③路径思维：视患者个人与家庭状况，确定护理

路径，与患者家属一同协助患者寻找当前与未来之

间连接，使患者明确个人职业贡献、家庭责任、社

会价值等，重建生活希望，调动自觉能动性，增强

自我管理，树立康复信念，积极配合治疗，缓解负

性情绪。

④动力思维：每周组织进行病友交流会，邀请预

后良好病例现身说法，协助患者树立心理防线，认

识到自身逻辑、观念错误，纠正负面认知，减轻负

性情绪，主动配合治疗，增强希望水平，激发正性

态度，指导患者掌握正确应对技巧，多阅读励志书

籍，减轻对未来的迷茫与恐惧；并鼓励家属与朋友给

予患者更多支持，增强患者社会支持系统；出院后创

建病友交流群，督促患者分享经验、心得，积极面

对治疗，改善身心状态。

（2）音乐放松疗法：具体步骤如下。

①干预前准备：保持病房环境舒适、安静、整

洁，室内摆放健康向上壁画与绿色植物；讲解音乐放

松疗法意义、目的、方法、注意事项及对身心状态

的改善作用等知识，取得患者配合。

②音乐选择：按患者音乐爱好、宗教信仰、文化

程度等选取节奏稳定、旋律舒缓、清幽典雅的乐曲，

如《仲夏夜之梦》、《梅花三弄》、《春江花月夜》、《幽

兰》、《二泉映月》、《高山流水》等，音量约 40 dB，以

患者自觉舒适为宜。

③放松方法：a. 音乐呼吸训练：告知患者平卧在

病床上，微闭双眼，背景音乐下，指导患者采取节

律腹式呼吸，缓慢经鼻吸气到最大限度，闭气 3～5 

s 后缓缓经口呼气，将双手放置在胸腹部，感知胸腹

部的节律性起伏，至能够自主调节呼吸深度及节律，

做到均匀、深缓呼吸，15 min/ 次，2 次 /d；b. 引导性

音乐想象：叮嘱患者注意力集中在音乐情境中，应

用易懂、温和指导语向患者讲述音乐背景、内容等，

促使患者享受音乐美感，引导患者无心理负担状况

下讲述真实感受，协助患者认识自我，感受美好体

验，做到身心放松，15 min/ 次，2 次 /d；c. 肌肉放松

训练：指导患者注意力集中在身体某一部位肌肉，收

紧局部肌肉，3～5 s 后缓缓放松，并配合规律性深

呼吸，依照由头部至足顺序采取各个部位肌肉放松

练习，15 min/ 次，2 次 /d。2 组均持续干预 1 个月。

1.4　观察指标 

1.4.1　希望水平　比较干预前、干预 1 个月后

希望水平（HHI）量表［7］评分。该量表共 12 个条目，

包括对现实和未来的积极态度（4 个条目）、采取积

极行动（4 个条目）、与他人保持亲密关系（4 个条

目）3 个维度，总分 12～48 分，得分越高，希望水

平越高。

1 .4 .3　心理痛苦程度　参照心理痛苦温度计

（DT）量表［8］比较干预前、干预 1 个月后患者心理

痛苦程度。DT 量表包括 0～10 共 11 个尺度，0 分为

无痛苦，1～3 分为轻度痛苦，4～6 分为中度痛苦，

7～9 分为重度痛苦，10 分为极度痛苦。

1.4.4　癌因性疲乏　比较两组干预前、干预 1
个月后癌因性疲乏程度（PFS）量表［9］评分。该量表

包括情感（5 个条目）、行为（6 个条目）、感知（5 个

条目）、认知（6 个条目）4 个维度，每个条目分值均

为 0～10 分，得分越低，疲乏程度越轻。

1.4.5　依从性　完全依从：积极配合化疗及音

乐放松训练等护理干预工作，可顺利完成化疗疗程；

部分依从：存在不配合护理干预、化疗，但经医务人

员及家属安抚、鼓励后可完成化疗疗程；不依从：抗

拒护理干预、化疗，未完成化疗疗程；依从率 =（完

全依从 + 部分依从）/ 总例数 ×100％。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2.0 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x
±s）表示，t 检验，计数资料 n（％）表示，χ2 检验，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希望水平 

干预前两组希望水平量表各维度评分比较无显

著差异（P>0.05）；干预 1 个月后研究组对现实和未

来的积极态度、采取积极行动、与他人保持亲密关

系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2　希望水平（x±s，分）

指标 组别 例数
对现实和未来
的积极态度

采取积极行
动

与他人保持
亲密关系

干预前 研究组 53 8.26±1.48 7.98±1.27 6.89±0.87

对照组 53 7.98±1.52 8.16±1.15 7.12±0.80

t 1.270 0.765 1.417

P 0.207 0.446 0.160

干预1个月后 研究组 53 12.09±1.77a 12.11±1.58a 11.39±1.06a

对照组 53 10.13±1.54a 10.30±1.52a 9.25±0.94a

t 6.082 6.010 10.997

P ＜0.001 ＜0.001 ＜0.001

注：与同组干预前比较，a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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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癌因性疲乏 

干 预 前 两 组 各 维 度 评 分 比 较 无 显 著 差 异

（P>0.05）；干预 1 个月后研究组行为、情感、感知、

认知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4。
表4　癌因性疲乏（x±s，分）

时间 组别 例数 行为 情感 感知 认知

干预前 研究组 53 46.30±5.12 38.56±4.03 36.89±4.15 44.89±5.30

对照组 53 45.38±5.44 37.87±3.94 37.55±3.87 45.38±5.12

t 0.897 0.891 0.847 0.481

P 0.372 0.375 0.399 0.629

干预后 研究组 53 21.15±3.97 18.56±3.74 23.97±3.85 25.25±3.20

对照组 53 28.77±4.02 25.99±3.98 29.81±3.57 30.29±3.16

t 9.819 9.904 8.098 8.159

P ＜0.001 ＜0.001 ＜0.001 ＜0.001

2.4　治疗依从性 

研究组治疗依从率 94.34％高于对照组 81.13％

（P<0.05），见表 5。
表5　治疗依从性n（％）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总依从率

研究组 53 24（45.28） 26（49.06） 3（5.66） 50（94.34）

对照组 53 19（35.85） 24（45.28） 10（18.87） 43（81.13）

χ2 4.296

P 0.038

3　讨论

肺癌为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占首位的恶性肿

瘤，在我国城市中，肺癌占恶性肿瘤的首位，在农

村占第 3 位［10］。化疗为治疗晚期肺癌主要手段，化

疗药物在杀灭肿瘤细胞同时伴有各种不良反应，加

剧患者心理痛苦程度与疲乏感。

随着积极心理学发展，希望理论逐渐引起心

理学研究者重视，已在医学、心理咨询、尤其心理

健康教育等领域产生重要影响，但用于晚期肺癌患

者心理干预的研究较少［11］。本研究结果显示，干

预 1 个月后研究组对现实和未来的积极态度、采取

积极行动、与他人保持亲密关系评分高于对照组

（P<0.05），究其原因，本研究采取基于希望理论的

心理干预，根据患者实际情况设定护理目标，以路

径思维调动患者自觉能动性，鼓励其提升希望水平，

完成目标，以动力思维为指导，通过病友交流会、

家属给予更多支持等干预改善晚期肺癌患者负面情

绪，改善其身心状态。美国肿瘤护理学会循证医学

小组研究人员指出，运动为缓解癌症患者疲乏感受

唯一行之有效的干预措施，但具体运动形式尚未明

确。本研究利用音乐特有生理、心理学效应，并配

合运动理论，开展音乐放松疗法，可全面挖掘激发

患者潜能，实现深层心理、生理调节，降低患者全

身肌肉张力，增强中枢神经与植物神经功能，抑制

相邻痛觉中枢，有助于减轻疼痛症状，最终缓解机

体癌因性疲乏程度。

癌症患者心理痛苦检出率高达 24.2％～77.0％，

晚期肺癌患者受癌症应激及化疗影响，心理痛苦现象

较为普遍［12］。本研究将基于希望理论的心理干预配

合音乐放松疗法应用于晚期肺癌化疗患者，可见患者

心理痛苦程度得到极大减轻。沈波涌等［13］研究表示，

肺癌患者心理痛苦分数与躯体、情绪、家庭等方面

呈显著正相关。本研究通过基于希望理论的心理干

预可给予患者更对家庭、朋友等社会支持，可使患

2.2　心理痛苦程度 

干 预 前 两 组 心 理 痛 苦 程 度 比 较 无 显 著 差 异

（P>0.05）；干预 1 个月后研究组心理痛苦程度优于

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3　心理痛苦程度n（％）

时间 组别 例数 无痛苦 轻度痛苦 中度痛苦 重度痛苦 极度痛苦

干预前 研究组 53 0（0.00） 11（20.75） 19（35.85） 15（28.30） 8（15.09）

对照组 53 0（0.00） 10（18.87） 21（39.62） 14（26.42） 8（15.09）

u 0.013

P 0.990

干预1个月后 研究组 53 6（11.32） 15（28.30） 19（35.85） 11（20.75） 2（3.77）

对照组 53 2（3.77） 7（13.21） 25（47.17） 13（24.53） 6（11.32）

u 2.298

P 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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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感受到尊重与关爱；通过音乐放松疗法，可激发人

体特殊情感体验，转移患者疾病自身注意力，音乐

刺激还可调节患者大脑皮质及脑干网状结构，减轻

负性情绪，配合肌肉放松训练，可放松身心、缓解

疼痛，减轻躯体不适，于躯体、家庭、情绪等方面

降低晚期肺癌患者心理痛苦程度。李秀等［14］研究证

实，患者心理弹性水平、情绪体验等为化疗依从性

重要影响因素。本研究对晚期肺癌患者采取基于希

望理论的心理干预配合音乐放松疗法，可极大限度

减少化疗依从性影响因素，显示提高其治疗依从性。

综上所述，基于希望理论的心理干预配合音乐

放松疗法可提高晚期肺癌化疗患者希望水平，减轻

其心理痛苦程度及癌因性疲乏，显著提升患者治疗

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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