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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对肺癌术后患者心理状况及生存质量的影响

李晓青 、 巨亚丽 、 王秀娟 、 曹　倩

【摘要】目的　探讨肺癌术后患者实施健康教育的临床意义，分析其对患者心理状况及生存质量

的影响。方法　将我院于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5 月期间收治的 114 例行肺癌手术的患者随机分成研

究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常规干预措施，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进行健康教育。使用汉密尔顿焦

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估患者干预前后的心理状况，同时使用欧洲癌症生

存质量问卷比较两组的生存质量。结果　实施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HAMA、HAMD、生活质量评分

无明显差异（P> 0.05），通过干预后，研究组的 HAMA、HAMD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1），认

知功能、躯体功能、情绪功能、角色功能及整体功能评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 0.01）。结论　健

康教育可以有效缓解肺癌术后患者的负面情绪，改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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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on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survival quality of postoperative in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LI Xiaoqing ，JU Yali, WANG Xiujuan ，et al.Shaanxi Baoji Central Hospital Blood Rheumatism Baoji 
in Shaanxi Province, Baoji 721008,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on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survival quality of 

postoperative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Methods　114 cases of postoperative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of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2 to May 2015 were divided into research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intervention, while those in research group received health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interven-

tion. The psychological states of these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with HAMA and HAMD scales. Meanwhile, the survival 

quality was evaluated with European cancer life quality questionnaire. Results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ven-

tion,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in HAMA, HAMD and survival qualit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HAMA and HAMD scores of research group were considerably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 (P<0.01), 

survival quality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P<0.01). Conclusion　Heath education could ef-

fectively alleviate the negative emotions and enhance survival quality of postoperative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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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是临床中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全世界每

年约有 130 万人死于肺癌，位居所有恶性肿瘤的第

一位［1］。手术切除、局部放疗、全身化疗是目前干

预肺癌的常用手段。然而，由于肺癌患者通常年龄

较大，患者本身常伴有不同程度的重要器官功能减

退，对手术的耐受性较差，术后恢复过程较为漫长，

因此实施手术干预的肺癌的患者通常都存在沉重的

心理负担，术后极易出现心理、生理方面的不适

应［2］。健康教育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社会

教育活动，可以帮助患者自觉的采纳有利于身心健

康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从而减轻甚至消除影响健康

的危险因素［3］。本研究旨在分析健康教育对肺癌术

后患者的心理状况及生存质量的影响，评估其促进

患者术后康复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5 月期间我院收治

114 例通过手术干预的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

［作者工作单位］宝鸡市中心医院（西安，7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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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首次被确诊为肺癌且为肺癌早期，术前肺功

能正常，患者均行全麻行肺叶切除术，无重要脏器

严重功能障碍，无精神病史。本研究通过医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患者对护理干预措施知情且签署知情

同意书。其中男 62 例，女 52 例；年龄 47~77 岁，平

均（66.9±5.2）岁；文化程度包括大专及以上 35 例，

中学 46 例，小学及以下 33 例。采用随机数字法为

患者进行编号，偶数作为研究组，奇数作为对照组，

每组 57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一

般资料方面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具有可

比性。
表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性别 年龄

（年）

文化程度

男 女 大专及以上 中学 小学及以下

对照组 30 27 66.5±5.1 16 23 17
研究组 32 25 67.3±5.4 19 21 16
检验统计量 χ2=407 t =0.326 χ2=0.268
P 值 0.543 0.732 0.668

1.2　干预方法

对照组患者进行心理干预、疼痛干预、用药指

导、情志调理、辩证施护指导、饮食指导、等常规

护理干预，研究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健康教育，

具体方法为：（1）制定个性化的健康教育方案：医护

人员依据患者不同阶段的需求，制定计划性、预见

性的健康指导，不断进行效果评估和强化指导，使

患者对疾病的相关知识能够有一个详细的认识。依

据不同个体的健康教育需求，和标准健康教育计划

制定详细的健康教育表格或线路图，明确健康教育

的目的；（2）举办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活动：发放肺

癌疾病健康教育首次，图文并茂的宣传疾病知识。

播放多媒体视频教程，丰富健康教育形式。每周开

展 1~2 次面对面的护理教育，内容包括并发症的防

护、自我护理等。开展问答形式的护理教育，以临

床经验和专科理论知识为基础，兼顾知识层面的专

业性和交流的通俗些；（3）设立心理咨询台：聘请具

有心理咨询师资格的资深护士开展心理疏导，主要

包括认知重建、心理治疗及放松治疗。不定期邀请

治愈出院的患者返回医院与患者进行座谈，交流与

疾病作斗争的经验。

1.3　效果评估

由经过专业培训的临床医生使用汉密尔顿焦虑

量表（HAMA）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估

评估患者的心理状况，HAMA 包含 14 个项目，每个

项目 0~4 分，得分越高表示焦虑程度越严重；HAMD

包含 17 个项目，每个项目 0~4 分，得分越高表示抑

郁程度越严重［4］。采用欧洲癌症研究与干预组织制

定的生活质量测定问卷评估患者的生存质量，该量

表包含认知功能、躯体功能、情绪功能、角色功能

及整体功能 5 个项目，每项分值 0~100 分，得分越

高说明生存质量越高［5］。

1.4　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8.0 进行数据分析，使用平均值 ±

标准差（x±s）表示计量资料，并用 t 检验加比较计

量资料。若 P<0.05，说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HAMA、HAMD 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HAMA、HAMD 评分无明

显差异（P >0.05）；干预结束后，两组患者的 HAMA、

HAMD 评分均有显著降低（P <0 .05），研究组的

HAMA、HAMD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两组相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详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HAMA、HAMD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HAMA评分 HAMD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57 22.5±4.3 16.7±3.3 23.7±4.7 17.9±3.5
观察组 57 21.9±4.5 10.8±2.7 23.4±4.8 11.9±2.6

t 值 0.285 6.183 0.311 7.326
P 值 0.586 0.000 0.497 0.000

2.2　两组患者的干预前后的生存质量比较

由表 3 可知，两组患者干预前的各项生存质量

评分均无统计学差异（P >0.05）；。干预后，研究组

的认知功能、躯体功能、情绪功能、角色功能及整

体功能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达显著水

平（P <0.05）。

表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生存质量比较（x±s，分）

组别 n
认知功能 躯体功能 情绪功能 角色功能 整体功能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57 34.5±3.2 43.1±4.7 35.6±4.0 45.9±4.8 31.7±3.3 38.9±4.2 40.3±4.7 53.3±5.8 36.9±3.4 47.1±4.7
研究组 57 34.8±3.3 50.3±5.2 36.1±4.3 54.7±5.3 31.3±3.2 47.8±4.9 39.8±5.0 60.6±6.5 37.3±3.6 58.3±5.7

t 值 0.317 8.392 0.189 9.283 0.320 8.762 0.473 6.981 0.392 10.283
P 值 0.389 0.000 0.462 0.000 0.319 0.000 0.286 0.000 0.253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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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肺癌患者通常存在阻塞性肺炎、上腔静脉综合

征、肺不张等并发症，患者饱受哮鸣音、咳嗽的折

磨，生活质量遭受明显影响［6］。长期的病痛折磨会

使患者出现抑郁、焦虑等心理障碍，心理障碍对疾

病的治疗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7］。健康教育是现代

医学护理工作的一项必然要求，可以弥补患者对疾

病知识的认知，消除对患病后生活状态的陌生感，

帮助患者更好更快的适应社会角色，建立良好的心

理平衡［8］。

本文研究显示，相比于对照组，研究组患者在

干预后的 HAMA、HAMD 评分明显降低，生存质量

评分显著升高，说明健康教育对于改善肺癌术后患

者的心理状态和生存质量具有良好的效果。肺癌手

术患者经历了患病、住院、麻醉、手术等一系列刺

激后，身心状况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巨大变化，迫切

需要医护人员的健康知识教育来提高自己的［9］。医

护人员在健康教育过程中，通过专业知识和丰富的

临床经验言传身教，可以有效提高患者对术后各种

并发症的应对能力，增强其对手术的信心，使患者

积极主动配合治疗，对于术后恢复和提高预后生存

率具有积极的临床意义［10］。

本文显示健康教育可以有效改善肺癌术后的心

理状况和生存质量。然而，肺癌患者的情绪和生活

质量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尽管本文中所选取的都是

行全麻行肺叶切除术的肺癌早期患者，虽然可在一

定程度上排除病情、手术等因素的影响，但肺癌患

者的术后护理是一个系统且严格的过程，仍需在临

床中设立更为有效的健康教育质量控制和标准评价

体系，使护理质量得到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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