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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行为干预护理对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的精神状态及抑郁情绪的影响

程荣花 1 、 邱玉春 1 、 耿　慧 1 、 白　君 2

【摘要】目的　分析心理行为干预护理对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精神状态及抑郁情绪的影响。

方法　研究对象选择我院 2015 年 6 月 ~2016 年 6 月收治的妇科恶性肿瘤患者 96 例，随机分为研究

组（48 例）及对照组（48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在此基础上，研究组辅助心理行为干预护理，

对比两组入院后 24 h 及干预后第 2 周末的症状自评量表（SCL-90）及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

结果　入院后 24 h 两组患者的 SCL-90、SDS 评分组间比较均无差异（P> 0.05），干预后第 2 周末观

察组患者的 SCL-90、SDS 评分均优于对照组及本组干预前（P< 0.05）。结论　心理行为干预护理能

更好地缓解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的精神状态及抑郁情绪，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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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nursing on mental status and depression of patients 
with gynecological malignant tumor　　CHENG Ronghua，QIU Yuchun，GENG Hui，et al. Department of Gynae-
cology in Henan Zhumadian Center Hospital，Zhumadian 46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nursing on mental status 

and depression of patients with gynecological malignant tumor. Methods　96 patients with gynecological malignan-

cies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5 to June 2016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n = 48）and control 

group（n = 48）.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outine nursing，the study group assisted psychological and behav-

ioral intervention on this basis. The 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and the Self - 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

were compared at 24 h after admission and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week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CL-90 and SDS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t 24 h after admission（P>  0.05）. The 

SCL-90 and SDS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oth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t the second week af-

ter the intervention and those before interventon，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nursing can be better to alleviate the mental status and depression of patients 

with gynecological malignant tumor，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Key words】Psychological behavior intervention nursing；Gynecological malignant tumor；Depression；Mental 

status

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是癌症患者中的特殊人群，

由于生殖器肿瘤的特殊位置，常需切除部分或所有

女性特征的生殖器官，使其遭受身体上的打击外，

还要承受相当大的心理创伤［1］。长期临床经验表明，

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在治疗期间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焦

虑、抑郁等情绪，加之化疗药物毒副反应，会进一

步加重患者的负性情绪，给预后带来不良影响［2］。

目前关于妇科恶性肿瘤患者住院期间发生的不良情

绪已经广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根据有关文献报道，

心理行为干预护理可有效缓解患者住院期间负性情

绪和精神状态［3］。故我院对妇科恶性肿瘤患者落实

心理行为护理干预，探讨其对患者精神状态的影响，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选择我院 2015 年 6 月 ~2016 年 6 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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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恶性卵巢肿瘤患者 96 例，纳入标准［4］：①均经

病理检查及实验室检查被确诊为卵巢肿瘤一期；②患

者及家属均知晓且配合此次研究；③所有患者住院

时间均大于 2 周。排除标准：①既往有精神病史者；

②合并肝肾及重要脏器功能障碍者。随机将 96 例患

者分为研究组（48 例）及对照组（48 例）。对照组年

龄 37~58 岁，平均年龄（44.52±5.23）岁，平均病程

（3.62±0.41）月，教育年限（9.45±3.65）年，职业：

工人 12 例，农民 14 例，干部 7 例，其他职业 15 例。

对照组年龄 39~61 岁，平均年龄（45.71±5.43）岁，

平均病程（3.41±0.49）月，教育年限（9.82±4.15）

年，职业：工人 14 例，农民 16 例，干部 5 例，其他

职业 13 例。经检验，两组年龄、病程、教育程度等

一般资料无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所有

患者及其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且通过本院伦理委

员会。

1.2　护理方法

两组患者入院后均给予常规护理，向患者讲解

健康知识，指导常规化疗注意事项，术前准备工作、

术后可能出现的痛苦等，并提供饮食指导及宣教卵

巢癌相关知识。研究组在此基础上增加心理行为干

预护理，具体如下。

1.2.1　成立心理护理干预小组　由专业素质较

高、临床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组成心理护理干预小

组，包括 2 名护师和 1 名主管护师，每周两次进行

心理行为干预，每次持续 30 min。

1.2.2　心理行为干预　护理人员每次与患者接

触沟通时注意自身言行举止，面对患者保持微笑，

以缓解患者紧张感，使用诱导式发问以全面细致了

解患者兴趣爱好、性格特征，并进行综合分析，以

此为依据制定个性化心理行为干预方案。明确具体

方案后护士选择多种沟通方式（鼓励、暗示、安慰、

解释及心理疏导），有效协助患者进行角色转换，并

帮助患者纠正不良生活习惯，鼓励树立健康的生活

方式。护士根据患者具体疾病情况向患者进行心理

宣教，着重分析焦虑、抑郁情绪对患者疾病预后的

负面影响及其相关性。鼓励患者建立小组进行讨论，

护士对患者的错误认知及时纠正，引导患者表达自

己真实想法，深化正确的认知。

1.2.3　放松疗法　注重营造温馨病房的重要性，

保持病房良好的温度湿度，定时通风为患者创造良

好休息环境，同时也能增加患者对生活的积极性，

助于康复。定时播放轻音乐助于患者缓解焦虑等情

绪，与此同时引导患者进行肌肉的自我放松，包括

头面部、颈部、肩部及四肢的肌肉，每天训练 15 

min 的肌肉放松能力，并要求患者掌握具体技巧及方

法，达到舒缓情绪的目的。

1.3　测量工具

对所有研究对象在入院前 24h 及干预后第 2 周

末进行量表测量。

1 .3 .1　症状自评量表（SCL-90）　SCL-90
量表又称为 90 项症状清单（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又名症状自评量表（Self-reporting 

Inventory）。于 1975 年编制。该量表共有 90 个项目，

包含有较广泛的精神病症状学内容，从感觉、情感、

思维、意识、行为直至生活习惯、人际关系、饮食

睡眠等，均有涉及，并采用 10 个因子分别反映 10
个方面的心理症状情况。测评时间约为 30 分钟［5］。

1.3.2　抑郁自评量表（SDS）　抑郁自评量表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由 William W. K. 

Zung 于 1965 年编制，共有 20 个条目，用于衡量抑

郁状态的轻重程度及其在治疗中的变化，测评时间

约为 10 分钟［6］。

1.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所涉及的统计学数据均采用 SPSS 21.0 分

析处理，计量资料均采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

示，并给予 t 检验。计数资料则采用率（n，％）形式

表示，行 χ2 检验，P<0.05 代表组间比较有统计学

差异。

2　结果

2.1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 SCL-90 得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 SCL-90 各因子得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干预第 2 周后，研究组 SCL-90
各项评分较干预前明显降低（P<0.05），而对照组

SCL-90 各项评分较干预前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在干预后 SCL-90 心理因子得

分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2　研究组与对照组 SDS 得分比较

入院后 24 h，，研究组和对照组的 SDS 得分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第 2 周末

研究组 SDS 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和干预前（P=0.01，

t =6.31）。

3　讨论

妇科恶性肿瘤是临床常见疾病类型之一，给患

者身体健康带来巨大不良影响的同时，也给患者带

来巨大的心理压力［7］。患者常常会出现抑郁、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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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负面情绪及认知障碍等精神病性症状，对于患者

的治疗效果产生不良影响。焦虑、抑郁状态的患者

易从消极、悲观的角度看问题，因此容易丧失对疾

病治疗及预后信心，导致治疗依从性不高或不配合

治疗，给身心健康带来严重负面影响［8］。心理干预

主要改善患者的精神状态和情绪反应，进而纠正患

者对疾病本身及治疗的错误认知，通过良好的沟通

交流协助患者建立积极治疗态度，对患者生存欲望

呈现正性作用，取得良好的医护配合，其优势为可

行性强，针对性高，通过多方面的及时有效的心理

疏导、交流沟通，从根本上改善患者的精神状态及

负性情绪［9］。心理行为干预为病人提供情感支持、

信息支持、以及行为支持［10］。通过情感支持和鼓励

安慰，消除病人的担忧恐惧心理［11］。通过信息支持，

使病人充分了解疾病和治疗的相关知识，从而正确

对待疾病，积极配合治疗 ［12］。

在本项研究中，在入院后的 24 h 两组患者的

SCL-90 各项得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经过了

干预后的第 2 周末，干预组 SCL-90 各个分量表评分

及总分均明显低于干预前，也明显低于干预后的对

照组各项评分（P<0.05）。上述结果表明在进行了心

理行为护理干预后患者的心理症状明显改善，因而

心理行为护理干预可以更好地改善妇科恶性肿瘤患

者住院期间的整体精神状态。

另外，本研究采用了 SDS 对患者住院期间的

抑郁情绪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SDS 之间无显著差异（P>0.05）。在经过了干预后的

第 2 周末，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的 SDS 得分明显

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心理干预对患者

抑郁情绪的转归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与目前其他报

道结果基本一致［13］。Deng 等［14］的研究结果显示，中

国的肝硬化患者在常规对症的治疗的基础上，根据

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心理行为干预，与对照组和

干预前相比较，干预组的精神状况和生活质量明显

地得到了改善和提高，这也表明心理行为护理干预

对其他癌症患者也有积极有效的干预效果。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包括样

本量不够大，而且全部样本都来自一所医院，因此

可能存在着一定的抽样偏倚，这使得研究结果的普

遍适用性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的发生，还需要进一步进行大样本、多中心的临床

试验。

综上所述，心理行为干预护理能有效改善妇科

恶性肿瘤肿瘤患者的精神状况和抑郁情绪，有利于

患者建立正确的认知和积极的治疗态度，值得临床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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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SCL-90得分比较（x±s，分）

心理因子
研究组 对照组

t值# P值#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躯体化 1.52±0.35 1.31±0.41* 1.55±0.34 1.51±0.52 6.21 0.00

强迫 1.45±0.34 1.53±0.44* 1.80±0.37 1.71±0.51 9.21 0.00

人际关系 1.62±0.67 1.41±0.39* 1.59±0.62 1.55±0.48 8.23 0.02

抑郁 1.67±0.34 1.37±0.34* 1.65±0.58 1.58±0.58 6.25 0.00

焦虑 1.73±0.59 1.40±0.47* 1.78±0.61 1.72±0.54 8.74 0.00

敌对 1.45±0.34 1.36±0.44* 1.65±0.62 1.63±0.55 8.25 0.03

恐怖 1.47±0.57 1.32±0.48* 1.44±0.61 1.42±0.49 7.02 0.04

偏执 1.52±0.53 1.29±0.49* 1.57±0.54 1.50±0.59 5.98 0.04

精神症状 1.53±0.61 1.25±0.52* 1.51±0.51 1.47±0.55 6.01 0.00

其他 1.74±0.33 1.36±0.33* 1.69±0.45 1.63±0.47 5.32 0.00

注：干预前后每组组内对比，*P<0.05；干预后两组组间对

比，#P<0.05

表2　研究组与对照组SDS得分比较（x±s，分）

SDS评分 研究组 对照组 t值 P值

入院后24h 50.34±10.35 56.45±11.02 0.25 0.65

干预后第2周末 35.25±10.23 44.15±9.23 6.3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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