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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化疗期间应用心理护理干预的临床效果

刘亚宁 、 张　艳 、 王晓莹 、 杨新娟

【摘要】目的　研究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化疗期间应用心理护理干预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我院

从 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6 月收治的妇科恶性肿瘤患者 100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100 例妇科恶性

肿瘤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50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方式进行护理，观察组采取在此

基础上采取心理护理，观察对比两组患者汉密尔顿焦虑（HAMA）评分与汉密尔顿抑郁（HAMD）评

分、Wallston 多维度健康心理控制源量表（MHLC）评分以及护理满意率。结果　观察组的 HAMA 评

分与 HAMD 评分在护理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护理后观察组上述两个量表评分均优

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每组护理前后 HAMA 评分与 HAMD 评分比较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 MHLC 评分护理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护理后的观察组

MHLC 评分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每组的护理前后 MHLC 评分比较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统计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率，观察组为 100.00％，对照组为 90.00％，

两组进行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增加有效的心理护理干

预明显提高了妇科恶性肿瘤化疗期间患者的护理满意率，且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有了明显的减轻，

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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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linical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atients with gynecological malignant 
tumor during chemotherapy　 LIU Yaning， ZHANG Yan， WANG Xiaoying，et al. Baoji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Baoji，Shaanxi 72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gy-

necologic malignant tumor patients during chemotherapy. Methods　10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gynecological malignant 

tumor during chemotherapy in our hospital were collected from May 2014 to June 2015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50 cases for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psychological based on the nursing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n the scale of HAMA，HAMD 

and MHLC of the patient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nursing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s well.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HAMA，HAMD and MHLC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P>0.05）.After intervention，the scores of HAMA，HAMD and MHLC were all better in 

both the two groups than before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nwhile the indexes mentioned abov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all the differences abov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Meanwhil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is 100％，and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is 90％，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based on the conventional nursing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gynecological malignant tumor during chemotherapy，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It has important clin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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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

临床上妇科患者出现的恶性肿瘤也逐渐增多，化疗

是治疗妇科恶性肿瘤的重要方式，且广泛应用于临

床［1］。由于妇科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毒

副反应，会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精神创伤［2］。大部分

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负性心理，这给患者的生活质

量以及临床治疗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目前临床上

心理治疗已成为妇科恶性肿瘤辅助治疗的一部分［3］。

患者不仅要承受疾病所带来的痛苦以及生命的威胁，

在治疗过程中还会出现内分泌紊乱等不良反应，这

对个人的形象以及性生活均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本

文旨在研究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化疗期间应用心理护

理干预的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从 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6 月收治的妇

科恶性肿瘤患者 100 例，病例纳入标准：（1）所有患

者均经病理学确诊为恶性肿瘤；（2）患者无严重器质

性疾病以及精神疾病 ［4］。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均同意参

与本次研究，且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过医院伦

理批准。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100 例妇科恶性肿瘤患

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对照组年龄 35~62
岁，平均年龄（45.8±7.6）岁；观察组年龄 33~65 岁，

平均年龄（46.2±7.8）岁。两组患者的年龄等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P>0.05）。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采取

心理护理，具体包括：（1）与患者之间建立良好的

护患关系，营造良好的就医环境，护士的言语表情

以及行动等都会对患者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在每

一次与患者解除的同时都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

由于老年人的适应能力较差，因此为患者营造一个

温馨的病房环境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保持病房适

宜的温度与湿度，保持空气的清新，每天定时开窗

通风保持空气的流通性，为患者创造一个良好的休

息空间，患者也会增加对生活的热爱与信心，这也

有助于身心的康复；在入院时就应该详细为患者介绍

就医环境，消除患者的陌生感，慢慢地让患者适应

医院的生活。（2）大多数患者均存在焦虑与抑郁等负

性情绪，因此为患者讲解有关疾病的知识具有重要

意义，当患者提出问题时应该耐心解答，消除患者

的不安与恐惧；在于患者进行交流的过程中应该鼓励

患者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以让护理工作人员了解患

者的需要，并尽量满足患者；除此之外，还可鼓励患

者的家属参与到护理以及治疗之中，为患者的生活

以及心理提供有效的支持，减少患者心中的孤独感；

根据患者的不同兴趣选择其爱好的娱乐方式，让其

身心得到放松。

1.3　观察指标

观 察 对 比 两 组 患 者 的 汉 密 尔 顿 焦 虑 量 表

（HAMA）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以及护理

满意度。

1.4　疗效评价

采 用 W a l l s t o n 多 维 度 健 康 心 理 控 制 源 量 表

（MHLC）对患者的心理控制源倾向进行评估，共计

3 个方面，即内控性量表（IHLC）、有势力的他人控

制量表（PHLC）、机遇量表（CHLC），分别从不从方

面评定个体对健康的看法，帮助研究者判断个体更

倾向与内控、他控或者是机遇控，每个量表有 6 个

条目，共 18 个条目，每个条目分值为 1~6 分，1 分

为很不赞成，6 分为很赞成，每个分量表的分值为

6~36 分，高分代表人们有较强的倾向性，该量表具

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在研究、预测与健康有关行

为方面是较好的工具。按照全国精神科量表协作组

提供的资料，总分超过 29 分，可能为严重焦虑和抑

郁；超过 21 分，肯定有明显焦虑和抑郁；超过 14 分，

肯定有焦虑和抑郁；超过 7 分，可能有焦虑和抑郁；

如小于 7 分，便没有焦虑和抑郁症状［5-6］。

1.5　统计学方法

将所得数据采用 SPSS18.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表示方法为均数±标准差（x±s），采

用两组独立样本资料的 t 检验或者配对设计资料的 t
检验；计数资料则采用独立样本 R×C 列联表资料的

χ2 检验，以率或百分比（n，％）表示。按照α=0.05
的检验水准，以 P<0.05 为标准进行参照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率的比较

观察统计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率，观察组为

100.00％，对照组为 90.00％，两组进行比较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 HAMA 评分与 HAMD

评分的比较

观察组的 HAMA 评分与 HAMD 评分在护理前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观察组上述

两个量表评分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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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妇科恶性肿瘤是目前临床中很常见的一种恶性

疾病，对于患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是一种心理刺激性较强的疾病，患者在治疗前后可

出现不同的心理反应［7］。心理护理干预主要是改善

患者在人际关系交往中的适应性，减轻一些临床治

疗方案所带来的焦虑与担心，形成正确的临床治疗

态度，激发患者生存的欲望，使患者保持良好的心

态接受治疗，并积极配合医护人员［8］。

化疗是治疗妇科恶性肿瘤的重要治疗方式，由

于化疗患者对于疾病缺乏足够的认识，而在化疗期

间容易出现不良的心理反应，这些心理反应将直接

影响医护工作人员的配合以及患者自身的康复［9］。

长期处于这种负性心理条件下，将大大降低化疗的

效果。因此稳定患者的情绪，实行有效的心理护理

措施在临床上具有重要的意义［10］。

本研究结果表明，经过有效的心理护理措施后，

患者的 HAMA 评分、HAMD 评分、护理满意率以及

MHLC 评分均优于对照组，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有研究结果表明［11］，不良的心理情

绪对患者化疗的耐受能力以及治疗效果均具有一定

的影响，且会造成患者抵触心理，另一方面还会造

成化疗副作用的加重，加快肿瘤的转移与恶化，对

疾病的预后均具有明显的负性影响。本研究中观察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这可能与护

理人员的积极服务以及耐心的指导有一定的关系。

（P<0.05），每组护理前后 HAMA 评分与 HAMD 评 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观察组 50 28（56.00） 22（44.00） 0（0.00） 50（100.00）*

对照组 50 25（50.00） 20（40.00） 5（10.00） 45（90.00）

χ2值 5.263

P 值 0.02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HAMA评分与HAMD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HAMA评分 HAMD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50 58.1±8.6 45.6±6.6a 48.9±6.6 40.6±5.1b

对照组 50 58.6±8.7 53.4±7.2c 49.1±6.7 46.1±6.4d

t 值 - 0.269 5.616 0.149 4.748

P 值 - 0.788 0.0000 0.882 0.0000

注：观察组护理前与护理后比较，at =8.153，P=0.0000，bt =7.036，P=0.0000；对照组护理前与护理后比较，ct =3.256，P=0.002，
dt =2.289，P=0.024

2.3　两组患者 MHLC 评分的比较

两组 MHLC 评分护理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护理后的观察组 MHLC 评分优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每组的护理前

后 MHLC 评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MHLC评分的比较（x±s，分）

组别
IHLC CHLC PHLC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24.3±3.6 28.6±4.2a 22.1±3.5 17.2±3.6b 27.3±2.8 30.1±2.5c

对照组 24.1±3.7 26.2±3.9d 22.3±2.8 20.1±2.5e 27.2±2.9 28.6±2.7f

t 值 0.314 3.084 0.316 4.679 0.175 2.882

P 值 0.754 0.027 0.753 0.0000 0.861 0.048

注：观察组护理前与护理后比较，at =5.497，P=0.0000，bt =6.901，P=0.0000，ct =5.275，P=0.0000；对照组护理前与护理后比

较，dt =2.631，P=0.009，et =4.144，P=0.0001，ft =2.498，P=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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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在进入医院时均具有不同程度的紧张，加上恶

性肿瘤的影响，患者更加的害怕，而护理人员是与

患者接触最多的人员，因此患者对医院不觉得陌生

也能够更加安心的接受治疗。其中观察组患者的

HAMA 评分、HAMD 评分以及 MHLC 评分也均优于

对照组，这可能是在心理护理的过程中患者的心态

具有一定的改变，对于疾病不再那么恐惧，能够更

加正确的对待疾病与认识疾病。随着医学观念的不

断更新与进步，心理护理对于恶性肿瘤的治疗也越

来越广泛的应用于临床，而这也是控制患者病情以

及预后的重要方式［12］。肿瘤的发展与病毒以及细胞

因子均具有很大的联系，中晚期妇科恶性肿瘤的患

者采取化疗是最佳的治疗方式，且能达到理想的治

疗效果。在护理工作的开展过程中，护理人员应该

以同情且热心的态度应对病人，耐心的与病人进行

沟通以及有效的心理疏导，针对不同的患者采取不

同的心理干预，了解患者的心理活动，正确指导患

者癌症并不是不治之症，保持良好的心态来面对疾

病，树立起积极的态度。

综上所述，心理护理干预可缓解妇科恶心肿

瘤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帮助患者恢复并建立积

极乐观的心理态度，积极配合治疗，而且护理满意

率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因此值得在临床工作中进行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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