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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对家族性乳腺癌病人一级亲属

早期筛查认知度及行为的影响

刘摇 玲1,夏蜀凤2,陶文静1,曹摇 鑫1,王摇 力1,周摇 娜3

[摘要]目的:评价护理干预对家族性乳腺癌病人一级亲属早期筛查认知度及行为的影响。 方法:采用随机抽样的调查方法选

取重庆市肿瘤医院乳腺治疗中心乳腺癌病人一级亲属 230 名作为研究对象,并开展时长 1 年的健康信念模式为指导的护理干

预,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对干预前、后进行调查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乳腺癌病人一级亲属接受干预措施后对乳腺

癌早期筛查的认知度评分均较干预前明显升高(P < 0. 01),早期筛查的参与率较干预前明显增多(P < 0. 01)。 结论:护理干

预能有效提高乳腺癌病人一级亲属对早期筛查的认知程度并提高早期筛查率,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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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early screening cognition and behavior
in first鄄degree relative of familial breast cancer patients
LIU Ling1,XIA Shu鄄feng2,TAO Wen鄄jing1,CAO Xin1,WANG Li1,ZHOU Na3

(1. Mammary Gland Centre,2. Comprehensive Section,3. Department of Head and Neck Surgery,Cancer Hospital Affiliated
to 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Cancer Institute,Chongqing Cancer Hospital,Chongqing 400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early screening cognition and behavior in first鄄degree
relative of familial breast cancer patients. Methods:Two hundred and thirty first鄄degree relatives 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 from the
Breast Treatment Center of Chongqing Tumo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using the random sampling survey method. The first鄄degree relatives
were treated with the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1 year using the health belief mode.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using self鄄designed questionnaire,and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Compared with before intervention,the cognitive score
and participation rate of the early screening in first鄄degree relative of familial breast cancer patients obviously increased after inverention
(P < 0. 01). Conclusions: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wareness of early screening and early screening rate in
first鄄degree relative of familial breast cancer patients,which is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 breast neoplasms;first鄄degree relative;early screening;intervention study

摇 摇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发的恶性肿瘤之一,同时也

是为数不多的能够通过早期筛查有效降低病人病死

率的恶性肿瘤。 乳腺癌的关键预防控制手段是早期

筛查[1]。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美国癌症协会就

开始了无症状妇女中早期筛查乳腺癌的研究,确定

了 3 种有效的早期筛查方法:乳腺自我检查、乳腺临

床检查和乳腺 X 线摄片[2]。 尽早地发现、确诊、治
疗能显著提高乳腺癌的有效康复率[3]。 乳腺癌有

多种发病因素,遗传因素是其发病因素之一,家族中

有乳腺癌病人,其姐妹或女儿患乳腺癌的概率明显

上升。 家族史也是目前流行病学最为肯定的乳腺癌

高危因素之一[4],15% ~ 20% 的乳腺癌病人具有乳

腺癌家族史[5]。 家族性乳腺癌病人亲属对早期筛

查的认知度及筛查率的提高,对于这一人群乳腺癌

早期发现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关于乳腺癌早期筛

查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普通妇女人群,相关的干预措

施与健康教育也是针对普通人群而言。 从护理干预

上,如何提高这一高危人群乳腺癌的早期筛查率的

研究较少。 本研究建立在健康信念的理论框架上,
设计并实践干预方案以促进早期筛查行为,提高乳

腺癌高危人群对早期筛查的认识度和参与度,现作

报道。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选取 2013 年 8 月至 2014 年 1 月

重庆市肿瘤医院乳腺治疗中心乳腺癌病人一级亲属

230 名作为研究对象,在病人被首次明确诊断为乳

9451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7 年 11 月第 42 卷第 11 期



腺癌后,其一级亲属填写问卷调查表。 入选对象:病
人的一级亲属包括病人的女儿、同父母姐妹。 病人

亲属纳入标准:(1)年龄逸18 岁;(2)语言交流无障

碍;(3) 亲属术后经常规病理确诊为乳腺癌;(4)无
精神疾病史及家族史,无精神类药物服用史;(5)未
患神经系统疾病;(6)自愿参与本次研究。 排除标

准:(1)有理解或阅读障碍者;(2)亲属非首次发生

乳腺癌者;(3)亲属非原发性乳腺癌者。 乳腺癌病

人一级亲属年龄 20 ~ 67 岁,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

49 名(21. 30% ),初高中 112 名(48. 70% ),大专及

本科或以上 69 名(30. 00% )。 职业:有职业者 152
名(66. 09% ),无业者 78 名(33. 91% )。 居住地:城
市 136 名(59. 13%),农村 94 名(40. 87%)。 婚姻

状况:已婚 190 名(82. 61%),单身 40 名(17. 39%)。
1. 2摇 方法摇
1. 2. 1摇 调查问卷摇 本研究采用自主设计问卷调查,
问卷由以下部分构成:(1)人口统计学基本资料。
(2)乳腺癌早期筛查知识及危险因素的认知情况,
内容包括乳腺癌的高危因素如家族史、年龄、肥胖、
高脂饮食、激素长期服用史、特殊月经史、未生育或

生产年龄 > 30 岁、良性乳腺疾病史、电离辐射和精

神压抑或严重精神刺激,乳腺癌早期筛查方法如乳

腺自我检查、乳房临床检查和乳房 X 线摄片,以及

乳腺癌的临床体征如乳头溢液、乳房肿块和酒窝征;
相关知识共 3 个维度 16 个题目,题目形式为是非

题,答对计 1 分,答错不计分。 (3)乳腺癌早期筛查

行为情况调查表包含 11 道选择题:是否进行过临床

检查、是否做自我检查及 1 次自我检查的频率、是否

做过乳腺 X 线摄片。 问卷内部一致性 Cronbach忆a
系数为 0. 745,经相关专家评定为信度效度较好。
1. 2. 2摇 干预方法摇 对 230 名乳腺癌病人一级亲属

开展时长 1 年的护理干预,具体内容:(1)每季度开

展一次以乳腺癌及其早期筛查为主题的健康教育讲

座。 其中包括一次乳房自我检查技能训练,通过了

解正常乳房组织和不同肿块的手感,使她们掌握如

何正确自查乳房。 (2)每 3 个月邮寄一次健康教育

资料,内容与讲座基本一致,对妇女自我保健意识进

行提高和巩固,并以非常直观和易懂的图片形式表

示乳房自我检查的正确步骤和手法。 (3)每 3 个月

开展一次电话随访,了解并详细记录她们对乳腺早

期筛查的意识和进行情况。 对于她们提出的有关乳

腺知识问题,随访人员及时给予答复。 (4)每半年

进行选择性家庭访视,由医护人员和家族性乳腺癌

高危人群志愿者与研究对象进行面对面沟通交流。

访视的内容包括,宣传乳腺癌相关知识;查看她们乳

房自检的方法是否正确,并给予指导;如进行了体

检,由医护人员为其分析报告,给出指导意见;是否

愿意作为志愿者参与提高家族性乳腺癌高危妇女的

认知度及早期筛查行动中来。 (5)联合体检中心开

展乳腺肿瘤早期筛查体检优惠活动两次,体检优惠

时通知研究对象来院体检。
1. 2. 3摇 资料收集摇 在病人亲属自愿的原则下,由专

业的调查人员发放问卷,并当场收回,共发放问卷

23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30 份,有效回收率为 100% 。
干预 1 年后再次发放问卷 230 份,其中现场发放问

卷 156 份,电话回访 72 份,回收有效问卷 228 份,有
效回收率为 99. 13% 。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配对 t 检验和秩和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护理干预前后乳腺癌病人一级亲属早期筛查

认知度评分比较摇 干预后乳腺癌病人一级亲属 3 项

内容评分均较干预前明显提高 ( P < 0. 01 ) (见

表 1)。

摇 表 1摇 乳腺癌病人一级亲属接受干预前后对乳腺癌早期

筛查认知程度评分比较(n = 228;x 依 s;分)

观察时间
乳腺癌高危

因素评分

乳腺癌的临床

体征评分

乳腺癌早期

筛查方法评分

干预前 1. 47 依 0. 90 2. 04 依 1. 12 1. 93 依 1. 09

干预后 3. 36 依 0. 99 4. 03 依 0. 99 5. 10 依 1. 02

d 依 sd 1. 89 依 0. 16 1. 99 依 0. 17 3. 17 依 0. 28

t 178. 36 176. 75 170. 95

P < 0. 01 < 0. 01 < 0. 01

2. 2摇 护理干预对改变乳腺癌病人一级亲属参与乳

腺癌早期筛查行为的效果比较摇 乳腺癌病人干预后

每月做 1 次乳腺自我检查以及进行临床检查和 X
线摄片检查的人数均较干预前明显增多(P < 0. 01)
(见表 2 ~ 3)。

3摇 讨论

摇 摇 本研究结果显示,对乳腺癌病人一级亲属实施

护理干预后,她们对乳腺癌早期筛查的认知度评分

均较干预前明显提高(P < 0. 01)。 针对乳腺癌病人

一级亲属定时开展健康教育讲座、邮寄学习资料,可
以帮助她们对于已经了解的信息进一步巩固加强,
反复多次强调较陌生的信息,以达到全面掌握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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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表 2摇 干预对乳腺癌病人一级亲属参与自我检查的效果

比较(n)

干预前
干预后

从不做摇 没有规律做摇 每月 1 次摇
摇 合计 uc P

从不做摇 10摇 38 105 153

没有规律做

每月 1 次

7摇
2摇

21
2

40
3

68
7

11. 72 < 0. 01

合计 19摇 61 148 228

摇 表 3摇 护理干预对乳腺癌病人一级亲属参与临床检查和

乳腺 X 线摄片的效果比较(n)

干预前

干预后

临床检查

做过此检查 未做此检查 合计

乳腺 X 线摄片

做过此检查 未做此检查 合计

做过此检查 摇 12 10 摇 22 7 摇 6 摇 13

未做此检查 173 33 206 73 142 215

合计 185 43 228 80 148 228

字2 145. 19 56. 82

P < 0. 01 < 0. 01

的;通过电话随访和家庭探访,可以进行相关信息提

供,并及时解决当前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同时使研

究者掌握研究对象每一阶段的心理状态或行为状

况,有利于开展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女性的早期筛

查行为受其对乳腺癌认知程度的影响[6]。 许淑月

等[7]认为,通过口头教育、操作示范和重复教育的

方式,以病人为中心,定期组织乳腺癌病人进行健康

教育知识的学习,有利于乳腺癌的早期筛查。 因此,
对乳腺癌病人一级亲属进行一系列有计划的护理干

预,有利于改善该类人群对早期筛查的认知状况,从
而改善她们对于乳腺癌的认知程度和态度,树立正

确的乳腺癌防治观念,促使她们积极参与乳腺癌早

期筛查。
对乳腺癌病人一级亲属实施护理干预,强化了

该类人群对乳腺癌早期筛查的重视。 本研究结果显

示,干预后更多的人能每月做 1 次自我检查,临床检

查率及接受乳腺 X 线摄片的参与率与干预前相比

明显提高,这与陈瑜等[8] 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本

研究通过健康教育讲座示范了进行乳腺自检的方

法,每 3 个月 1 次的电话随访和邮寄学习资料,很好

地督促和强化该类人群,使她们自我检查率显著提

高(P < 0. 01)。 CLARKE 等[9]也认为停止定期提醒

后,自我检查的依从性也会随之停止。 因此我们还

采取了每月发送手机短信提示,使她们因为遗忘或

松懈等原因导致的不能坚持的情况减少,维持并显

著提高自我检查率。
本研究还通过健康教育讲座向研究对象讲解乳

腺临床检查和乳腺 X 线摄片的好处,以及到何处进

行该类检查,增强了她们进行检查的决心。 电话随

访、选择性的家庭访视以及体检优惠时通知她们来

院体检等支持性干预措施,使她们对临床检查与乳

腺 X 线摄片的意愿增强,最终表现为干预后的临床

检查率及乳腺 X 摄片的参与率均明显提高(P <
0. 01),这与 AHMAD 等[10 - 11]研究结果一致。

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对于乳腺癌的早期预防有

重要意义。 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检查以及筛查技

术的推广能有效加强乳腺癌的预防控制[12]。 本研

究以健康模式为指导,对乳腺癌病人一级亲属实施

护理干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护理干预法能有效

提高该类人群对乳腺癌早期筛查的认知度,使她们

树立了健康信念并改善了参与乳腺癌早期筛查的健

康行为。 研究结果显示对该类高危人群进行以健康

信念模式为指导的健康教育对促进乳腺癌的早期筛

查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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