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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心理护理+个性化音乐干预对肠癌患者化疗后
睡眠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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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心理护理+个性化音乐干预对肠癌患者化疗后睡眠质量的影响遥 方法 选取本院 2019 年 6 月

至 2020 年 5 月收治的 86 例肠癌患者袁依据随机双盲法分成两组袁每组各 43 例袁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袁研究组在

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心理护理+个性化音乐干预袁护理前后分别测定两组的 HAMD渊汉密顿抑郁量表冤尧HAMA渊汉

密顿焦虑量表冤尧睡眠障碍评分袁出院时发放满意度调查表袁比较两组护理结果遥 结果 护理前袁两组的 HAMD尧
HAMA 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护理后两组评分均明显减低袁但研究组评分更低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护理前袁两组的睡眠时间尧睡眠障碍尧睡眠效率尧睡眠质量评分对比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
0.05冤袁护理后两组评分均明显减低袁但研究组评分低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研究组满意度
渊93.02%冤高于对照组渊76.74%冤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结论 心理护理+个性化音乐干预运用在肠癌化疗后
的效果极为突出袁能够有效减轻患者焦虑与抑郁的情绪袁使其保持积极心态袁并改善睡眠质量袁值得推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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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 personalized music intervention on the sleep quali鄄

ty of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after chemotherapy. Methods A total of 86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9 to May 2020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double-blind
method袁with 43 cases in each group.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The study group was given psychologi
cal care+personalized music intervention based on routine care.The HAMD渊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冤袁HAMA渊Hamil鄄

ton Anxiety Scale冤袁and sleep disorder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were determined.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s when discharged were issued.The nursing resul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Before nurs鄄
ing袁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HAMD and HAM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渊P>0.05冤. After nursing袁the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袁but the score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渊P<

0.05冤.Before nursing袁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sleep time袁sleep disorder袁sleep efficiency袁and sleep quality scores be鄄
tween the two groups 渊P>0.05冤.After nursing袁the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袁but the score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渊P<0.05冤.The study group's satisfaction degree was 93.02%袁

higher than that渊76.74%冤of the control group渊P约0.05冤.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nursing+personalized music interven鄄
tion is very effective in colon cancer after chemotherapy袁which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patient爷s anxiety and depres鄄
sion袁keep the patient in a positive attitude袁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leep.It is worthy of promotion.
[Key words] Sleep quality; Psychological nursing; Bowel cancer; Personalized music intervention

肠癌作为胃肠外科较为多见的恶性肿瘤袁可发生
在各段大肠上袁临床症状表现为体重改变尧便血尧贫血尧
腹痛以及肠梗阻等袁对患者机体健康以及日常生活造
成巨大影响袁若未能尽早发现并及时提供科学治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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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袁随着疾病加重袁患者可能并发穿孔尧肿瘤阻塞等严
重并发症袁直接危及生命安全[1-2]遥 目前临床治疗方案

以手术为主袁但部分患者的早期症状不典型袁等到发
现时已是中晚期袁错失最佳手术时机[3-4]遥 针对此类患

者袁临床多选择化疗方式进行干预袁虽然能够有效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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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症状尧稳定病情袁但化疗后的不良反应较多袁加上大

以此消除患者负性情绪袁最后可邀请患者进行歌曲的

部分患者对疾病了解甚少袁且对预后尤为担心袁进而

演唱中袁使其直接表达或者抒发内心情绪遥 对照组院给

容易出现焦虑尧抑郁尧紧张等负性情绪袁而负性情绪的

予常规护理袁密切关注患者的病情变化袁提供日常护

产生袁不仅影响患者睡眠质量袁还降低化疗效果袁不利

理及疾病相关的指导等袁同时了解患者心理想法袁必

于病情稳定[5-6]遥 由此临床认为袁若能够提供相关护理
干预袁稳定其情绪袁指导其积极面对疾病袁可为后续康

要时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健康教育遥
1.3 观察指标

护理前后 1 个月测定两组的 HAMD渊汉密顿抑郁

复提供有利帮助遥 近些年袁随着护理事业的完善发展袁
常规护理已经无法满足临床袁心理护理+个性化音乐干
预被提出袁其在提升睡眠质量尧缓解情绪上具有重要

意义[7-8]遥 由此本文展开实验袁选取本院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5 月收治的 86 例肠癌患者袁探讨心理护理+个
性化音乐干预在肠癌化疗后的价值袁现报道如下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5 月收治的 86 例肠

癌患者袁依据随机双盲法分成两组袁每组各 43 例遥 研
究组中男 23 例袁女 20 例袁年龄 53~76 岁袁平均渊62.49依
1.25冤岁袁病程 4~26 个月袁平均渊14.35依2.58冤个月袁直

肠癌 25 例袁结肠癌 18 例曰对照组中男 21 例袁女 22 例袁
年龄 54~77 岁袁平均渊62.88依1.21冤岁袁病程 5~26 个月袁

平均渊14.80依2.24冤个月袁直肠癌 23 例袁结肠癌 20 例遥

量表冤尧HAMA渊汉密顿焦虑量表冤尧睡眠障碍评分袁出
院时发放满意度调查表袁对比两组护理结果遥 HAMD

评分[10]院满分不足 8 分为正常袁没有抑郁症状曰8~20 分
为轻微症状袁可能存在抑郁曰21~35 分为中度袁存在明

显抑郁曰超出 35 分为重度抑郁遥 HAMA 评分[11]院满分
不足 7 分为正常袁没有焦虑症状曰7~14 分为轻微症状袁

可能存在焦虑曰14~29 分为中度袁存在明显焦虑曰超出
29 分为严重焦虑遥 睡眠质量[12]院主要对患者睡眠障碍尧
睡眠时间尧睡眠质量尧睡眠效率进行评估袁满分 10 分袁
7~10 分为睡眠质量优秀袁4~6 分为一般袁0~3 分为差遥

满意度院评价患者对护理服务态度以及操作技能等方
面的满意程度袁满分 100 分袁超出 70 分为满意袁40~

70 分为较满意袁不足 40 分为不满意袁满意度是满意
率与较满意率之和遥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8.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袁计量

两组基本资料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纳入
标准 [9]院淤符合疾病诊断标准袁经各项检查确诊袁在我

资料以均数依标准差渊x依s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t 检

家属签订知情书曰榆资料完整袁中途未退出遥 剔除标准院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院接受化疗曰于评估生存周期超出 6 个月者曰盂患者与
淤听力或者沟通障碍者曰 于合并心脑功能严重受损尧
肝肾疾病尧精神方面疾病者曰盂存在化疗禁忌证者遥
1.2 方法
研究组院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心理护理+个性
化音乐干预袁首先对患者心理状态进行评价袁并选择
专业心理医生实施一对一辅导袁制定针对性护理方案院
淤主动与患者进行有效沟通袁掌握其内心真实想法袁

并及时发现患者心理误区袁实施正确的宣教活动袁利

验曰计数资料以[n渊%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字2 检验袁
2 结果
2.1 两组 HAMD尧HAMA 评分比较

护理前袁两组的 HAMD尧HAMA 比较袁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护理后两组评分均明显减低袁但
研究组评分低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1遥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方式向患者介绍肠癌与化疗的相
关知识袁并讲解饮食尧行为以及心理可能对疾病造成
的影响袁使患者保持良好心态袁增加战胜疾病的信心曰

于选择积极尧鼓励性语言安慰患者袁获得其信任袁并针
对其对疾病的错误认知进行纠正袁指导患者改变思维

方式袁积极面对疾病曰盂了解患者喜好袁推荐个性化音
乐袁例如叶春江花月夜曳尧叶二泉映月曳尧叶南无阿弥陀佛曳

表 1 两组 HAMD尧HAMA 评分的比较渊x依s袁分冤
HAMD

组别

n

研究组

43 22.35依5.48

对照组
t值
P值

护理前

43 22.48依5.23
0.113
0.911

护理后

护理前

HAMA

10.46依1.76*

21.64依4.37

12.140

0.270

15.97依2.40*

注院组内与护理前比较袁*P约0.05

0.001

护理后

7.81依1.02*

21.39依4.20

11.36依1.80*

0.787

0.001

11.252

及各类钢琴曲等袁指导其通过音乐转移注意力袁转变
消极心态遥 针对情绪较差者袁首先可选择沉闷型音乐袁

2.2 两组睡眠质量比较

使患者在其中找到共鸣袁随后选择富有希望及激昂类

护理前袁两组的睡眠障碍尧睡眠时间尧睡眠质量尧

型的音乐袁例如叶步步高曳尧叶春天来了曳及叶春之歌曳等袁

睡眠效率评分对比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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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圆 两组睡眠质量比较渊x依s袁分冤

组别

n

研究组

43
43

对照组
t值

睡眠障碍
护理前

睡眠时间

护理后

护理前

睡眠质量

护理后

7.59依2.43

2.41依0.70

8.01依1.62

2.63依0.77

0.132

4.423

0.503

3.926

*

7.66依2.50

P值
注院组内与护理前比较袁*P约0.05

3.25依1.03

0.896

7.84依1.51

*

0.001

0.616

3.40依1.03
0.001

护理前

*
*

睡眠效率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7.28依2.30

2.39依0.70

7.01依2.01

2.04依0.58*

0.335

7.043

0.351

3.841

7.45依2.40
0.738

*

3.91依1.23
0.001

*

6.86依1.95
0.726

2.60依0.76*
0.001

理后两组评分均明显减低袁但研究组评分低于对照组袁

础上联合心理护理尧个性化音乐干预袁发现两组护理

2.3 两组满意度的比较

学意义渊P>0.05冤袁而护理后袁研究组 HAMD尧HAMA尧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2遥

研究组满意度渊93.02%冤高于对照组渊76.74%冤袁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3遥

研究组
对照组
字2 值

睡眠质量评评分均低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渊P约0.05冤遥 本研究结果与上述研究结果相似袁综合以

上结果可以表明袁针对实施化疗的肠癌患者袁通过加

表 3 两组满意度的比较
组别

前的 HAMD尧HAMA尧睡眠质量评分对比袁差异无统计

强对其的心理疏导袁并结合音乐干预袁能够改善患者

n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n渊%冤]

睡眠状态尧舒缓其负性情绪遥 肠癌患者在化疗过程中袁

43

17

16

10

33渊76.74冤

化疗药物副反应和疾病疼痛刺激下袁会对患者心理造

0.035

而患者的负性心理不仅会对其睡眠造成影响袁甚至会

43

22

18

3

40渊93.02冤
4.440

P值

成不同程度的应激反应袁从而产生焦虑尧抑郁等情绪遥
使其对后续治疗产生抵触心理袁影响预后效果遥 为此袁

3 讨论

在对患者护理过程中袁不仅需要加强对疾病的护理袁还

近几年袁我国肠癌的患病率日渐增多袁其发生机

需要结合患者实际情况袁对其展开心理疏导遥 通过加

制可能与环境尧生活方式及饮食结构存在较大关联袁成

强对患者心理干预袁了解患者心理状况袁继而给予其

为危害人们生存质量及身体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遥 疾

鼓励尧安慰尧纠正对疾病的认知等袁让患者能够树立对

病早期较为隐匿袁相关症状并不典型性袁极易被忽视袁

治疗的信心袁减轻其焦虑尧抑郁等心理遥 在以上基础

因此大部分确诊患者均已进入中晚期袁导致肠癌病死

上袁结合患者喜好袁采取个体化音乐干预袁不仅能够起

率较高袁并受到医疗界的重点关注

遥相关数据中曾

[13-16]

显示 袁肠癌中睡眠障碍的发生率占 30%~75%袁经分
[17]

析发现与化疗后的并发症息息相关袁不仅给患者带来
身体上的痛苦袁同时可能加重其心理压力与负担袁进
一步影响睡眠质量袁不利于病情的快速稳定遥

到舒缓心情的作用袁还能起到助眠的效果遥 除此之外袁

本研究结果中袁研究组满意度为 93.02%袁高于对照组
的 76.74%渊P约0.05冤袁提示研究组不仅能够减轻焦虑以

及抑郁情绪尧改善睡眠质量袁同时患者满意度高袁对维
持良好医患关系有积极意义遥 个体化音乐干预中主要

临床为快速控制病情袁并提升患者的生存率袁发

以声音作为载体袁其中包含冥想以及心理介入两大类袁

现护理干预在肠癌化疗后具有重要意义遥 以往常规护

利用节奏以及旋律的不断改变袁可引导患者情绪波动袁

理较为多见袁虽然取得过一定的应用价值袁但其中仅
提供病情观察尧日常护理以及口头教育等干预袁效果
较为局限袁并无针对性袁难以发挥良好的效果

遥 随

[18-19]

后临床发现心理护理+个性化音乐干预的效果更好袁

可有效弥补常规护理的缺陷袁进一步提升护理质量水

平遥 热依娜窑乌甫里等[20]选择 90 例肠癌化疗患者进入

并给予针对性的情绪指导袁进而发挥出治疗的效果[21-22]遥

另外联合心理护理袁首先对其心理状态进行评价袁并
制定针对性护理方案袁通过健康教育方式提升患者的
认知能力袁并对其认知误区进行纠正袁可消除患者面

对疾病的消极情绪[23]遥 同时要求护理人员提供鼓励以
及安慰袁增加患者对护理人员的信任袁从而指导其抒

实验袁分别给予常规护理方案尧心理护理+个性化音乐

发内心压力袁改变思维方式袁积极面对疾病与治疗袁进

干预袁研究结果显示袁试验组入睡时间尧夜间觉醒得

一步证实了心理护理+个性化音乐干预的价值袁值得

分尧总睡眠质量尧白日情绪得分尧总睡眠时间尧早醒情

推广遥

况均优于对照组袁该研究认为袁心理护理+个性化音乐

综上所述袁心理护理+个性化音乐干预的效果突

干预能够提升患者转化和清除负性情绪的能力袁保证

出袁能够增强肠癌化疗后患者的睡眠质量袁并稳定其

患者维持积极向上的生活理念袁有效提高睡眠质量

情绪袁控制负性情绪产生袁以积极心态面对生活袁为预

及生存质量遥 而本研究通过对比常规护理与在常规基

后提供保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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