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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化心理干预对腹壁造口尿流改道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张红琴

[摘要]目的:探讨个体化心理干预对腹壁造口尿流改道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将 56 例行膀胱全切腹壁造口尿流改道

的膀胱癌患者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 30 例,对照组 26 例。 对照组行常规专业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参考 Kubler
Ross 的 5 阶段患者心理理论进行个体化心理干预。 术后 3 个月采用膀胱癌生活质量量表对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调查。 结果:
术后 6 个月躯体状况、社会家庭状况、情感状况、功能状况、膀胱癌模块和膀胱癌生活质量量表总分均高于对照组(P < 0. 05 ~
P < 0. 01)。 结论:个体化心理干预能增强腹壁造口尿流改道患者心理、生理、社会方面的适应性,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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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individually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the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abdominal stoma for urine

ZHANG Hong鄄qin
(Department of Urinary Surger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individually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the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abdominal stoma for urine. Methods: Fifty鄄six patients with bladder cancer treated with abdominal stoma for urine after radical
cystectom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n = 26) and observation group(n = 30). The control group were nursed with
routine method,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nursed with individually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based on routine method. The quality of
life in all patients were surveyed by the questionnaire of quality of life in 6 months after operation. Results:The situation of body,
social / family,emotion and function,bladder cancer pattern and total scores of quality of life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to P < 0. 01). Conclusions:The individually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can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physical and social adaptability,and the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abdominal stoma for urine.
[Key words] bladder neoplasm;abdominal stoma;individually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quality of life

摇 摇 膀胱癌是我国临床上最常见的肿瘤之一,发病

率在我国泌尿生殖系肿瘤中占第一位,是一种直接

威胁患者生存的疾病。 根治性全膀胱切除是治疗肌

层浸润性膀胱癌的金标准[1]。 膀胱全切后需腹壁

造口的尿流改道如回肠膀胱造口术及输尿管皮肤造

口术占较大比例。 医学上称为造口人的患者改变了

正常排尿方式,小便不能随意控制并需要永久佩戴

集尿袋,给患者身体形象、社交活动带来许多负面影

响,损害患者生活质量。 2009 年 2 月至 2012 年 6
月,我们在护理工作中对膀胱全切后腹壁造口尿流

改道的膀胱癌患者实施个体化心理干预,现就其对

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作一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在我科行全膀胱切除腹壁造

口患者 56 例(回肠膀胱术造口 16 例,
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

输尿管皮肤造

担,提高患者治疗的积极性和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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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40 例)为研究对象,所有入选者知情同意参加研

究。 排除标准:肿瘤出现转移者;严重的认知功能障

碍不能配合完成相关护理干预者;合并严重器质性

疾病者。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 2 组,观察

组 30 例,年龄 56 ~ 79 岁;对照组 26 例,年龄 54 ~
81 岁。 2 组患者一般资料均具有可比性。
1. 2摇 研究方法摇 对照组围手术期采用常规专业护

理措施。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进行个体化心

理干预:参考 Kubler Ross 提出的 5 阶段患者心理理

论[2],对患者进行访谈、观察及心理测量,评估心理

问题,收集数据并分析,实施干预[3]。 (1)否认期:
逃避患膀胱癌的事实,企图以否认的方式达到心理

平衡。 医护人员应及早与患者及家属建立信任关

系,探讨其不合理的认知,帮助建立正确的认知;告
知国内外疾病相关的治疗信息以及各种治疗方案的

优缺点;协助患者及家属自主选择适当的治疗方案;
争取家庭支持系统的配合及亲情关怀。 (2)愤怒

期:患者愤怒情绪源于恐惧和绝望感,对世间的一切

都有无限的愤怒和不平,感到事事不如意,人人不顺

眼。 医务人员应矫正其认知错构。 指导并协同家属

认真聆听患者的倾诉;护理过程中尽力满足其要求,
选择适当的时机给予疏导,耐心安抚,设法让患者把

不良情绪发泄出来,切忌与患者发生口角和冲突;帮
助建立对疾病的客观认知;建立阳光思维,保持平和

的情绪和态度。 (3)妥协期:此时患者多数能积极

配合治疗,而且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医护人员身上,期
待出现奇迹,能够彻底治愈癌症。 医务人员应扩大

社会支持系统。 树立患者榜样给予支持;加强家人

的情感和经济支持;医护人员与患者充分沟通,亲情

式互动;鼓励患者以阳光思维参与和加盟治疗过程,
配合化疗;充分聆听患者的倾诉;给予相关疾病营养

等支持系统的健康教育;各种诊疗过程中突出对患

者的尊重、不放弃,注意保护其隐私;给予相关治疗

成功的病例宣教;调动患者一切积极的心理因素,理
解并鼓励患者与病魔抗争。 (4)抑郁期:患者在治

疗、康复过程中,尤其是腹壁造口相关并发症的出

现,让患者逐渐意识到现代医疗技术局限,产生悲哀

和绝望的情绪,医护人员应介绍医院造口护理门诊

的功能、国际造口治疗师对造口并发症的处理经验、
现代造口护理产品的更新及进展等,帮助患者积极

面对。 (5)接受期:患者无可奈何接受残酷的现实,
多数患者变得寡言少语,原有的恐惧、焦虑和最大的

痛苦已逐渐消失。 医务人员应重塑合理的认知模

式,及时告知疾病治疗过程的良好转归信息;给予专

科康复训练及功能锻炼宣教;加强同种疾病患者的

交流与相互支持(个别咨询、造口患者联谊会等);
帮助患者早日回归家庭及社会,提高生存质量,促使

其重新树立生活的信心。
1. 3摇 评价方法摇 采用美国西北大学 Cella 等研制的

膀胱癌特异性生活质量量表 FACT鄄BL[4] 来评估术

后患者生活质量。 FACT鄄BL 总分为 156 分,由躯体

状况 ( PWB)、社会家庭状况 ( SFWB)、情感状况

(EWB)、功能状况(FWB)和膀胱癌模块(BSS)的 12
个问题共同组成,得分越高,生活质量越高。 在患者

术后 6 个月复诊时由专门调查员向其发放问卷,由
患者本人填写,文盲或因其他原因不能填写者,由调

查者向调查对象逐条询问记录。 测评表当场收回。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

2摇 结果

摇 摇 观察组患者术后 6 个月各项生活质量评分均高

于对照组(P < 0. 05 ~ P < 0. 01)。

表 1摇 2 组患者术后 6 个月生活质量评分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PWB SFWB EWB FWB BSS FBCT鄄BL

对照组 26 22. 6 依 2. 6 23. 4 依 2. 9 18. 0 依 1. 9 20. 1 依 2. 2 32. 9 依 4. 9 117. 0 依 10. 1

观察组 30 24. 3 依 3. 1 25. 8 依 2. 6 20. 3 依 1. 4 23. 9 依 2. 1 36. 0 依 4. 4 130. 3 依 11. 5

t — 2. 20 3. 27 5. 20 6. 61 2. 49 4. 56

P — <0. 05 < 0. 01 < 0. 01 < 0. 01 < 0. 05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随着医疗科技的不断进步,医学模式由单纯生

物医学模式向生物 - 心理 - 社会医学模转变,癌症

患者生活质量的研究越来越被人们重视。 浸润性膀

胱癌行全膀胱切除后腹壁造口尿流改道是一种较常

见的术式,挽救了许多膀胱癌患者的生命,但也会带

来一定的生活质量损害[5]。 手术的创伤、膀胱全切

带来不同程度的性功能障碍、尿控能力丧失和排尿

方式改变,长期需要佩带腹壁集尿袋限制了患者正

常社交活动,使患者生理、心理受到很大影响。 再加

上患者及家属对相关护理知识的缺乏,使其对术后

康复中出现的问题感到茫然无助,难免产生情绪低

落、抑郁、绝望等心理问题,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

质量[5]。
生活质量是指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中的个体对

与他们的目标、期望、标准及所关心的事情有关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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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状况的体验[6],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包括身体机

能、心理状态和社会功能等[7]。 生活质量强调的是

一种主观的体验和感受,对癌症正确的认知、良好的

社会适应性可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心理健康是人

类健康的重要指标,对生活质量的提高有重要意

义[8]。 所以在临床护理工作中我们应充分考虑到

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各种因素,采用心理干预措施

显得尤其重要。 对不良情绪及时进行疏导、提高患

者和家属的认知水平,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使其始

终保持乐观的心态并增强其治疗信心,提高患者社

会适应性。
目前,对膀胱癌患者如何实施有效的心理干预

在国内外尚无统一模式[3]。 我们依据美国精神病

学家 Kubler Ross 提出的 5 阶段患者心理理论,首先

对患者进行访谈、心理评估,分析患者的精神状态,
形成分期个体化心理干预。 在否认期,患者知道

“膀胱癌冶诊断时,最初反应是不能接受,会怀疑诊

断的正确性,这也是人在面临严重应激时的一种心

理防御机制。 这个时期我们心理干预的目的是让患

者尽快对膀胱癌形成正确的认知,并获得家庭及朋

友的关怀,而最终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不耽误疾病

的治疗。 在愤怒期,患者会由于恐惧和绝望而心生

怨恨。 由于自身形象的改变及相关并发症的折磨而

产生愤怒情绪,而影响其对疾病的正确认识和判断,
从而影响对治疗方案的选择。 心理干预主要是让患

者获得阳光心态,早日恢复平静情绪。 在妥协期,患
者已经接受了膀胱癌的诊断和治疗事实,会试图用

合作的态度和良好的表现来换取对生命的延续。 此

时的心理护理应当宣教相关病例治疗成功的案例,
以建立与病魔抗争的信心。 介绍其与先前腹壁造口

尿流改道患者的交流,扫除社交活动障碍的疑虑,使
其出院前均能进行腹壁造口的自我护理和腹壁外集

尿袋更换,在身体康复的同时,恢复个人尊严和自身

存在价值。 治疗、康复过程中出现的身体不适或腹

壁造口相关的并发症会让患者产生抑郁情绪,逐渐

意识到现代医疗技术局限,产生悲哀和绝望的情绪,
强烈的孤独感和万念俱灰的情绪不利于康复。 心理

干预主要帮助患者端正对疾病及相关并发症的态

度,让其感受到尊重和不放弃。 在接受期,患者会默

认残酷的现实,原有的恐惧已经消失,会存在一种听

天由命的心态。 心理干预应当帮助其重塑生命的态

度,正确看待癌症和死亡,坦然面对,提高生活质量,
重新树立生活的信心。

本研究中观察组以 5 阶段患者心理理论为基

础,针对膀胱全切后腹壁造口尿流改道不同时期及

不同状态的心理特征实施个体化心理干预,使患者

获得能对膀胱癌及全膀胱切除的正确认知,消除了

腹壁造口所带来的身体形象破坏所致的社交恐惧心

态,从而提高了患者术后社会适应性,在术后 6 个月

观察组各项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获得了满

意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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