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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在妇科肿瘤患者的护理过程中采用健康教育和心理护理的应用价值。方法 本次研究

开始于 2019 年 1 月，结束于 2020 年 2 月，研究期间选择在本院接受治疗的妇科肿瘤患者共 60 例作为主要

分析对象，为了深入健康教育以及心理护理在妇科肿瘤患者护理中的护理价值，本次研究采取对比的方式进

行，将所有患者按照比例随机分为两组，分别是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0 名。将常规护理干预应用在对照组患

者的护理过程中，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增加健康教育和心理教育应用到观察组患者的护理过程中，对比两组

患者的焦虑情绪和抑郁情绪以及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结果 对两组患者的各项指标进行对比后发现，观

察组患者的焦虑情绪和抑郁情绪明显低于对照组，且获得的患者满意度更高。差异符合统计学意义的评价标

准（P＜0.05）。结论 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结合健康教育以及心理护理对妇科肿瘤患者的护理可以产生更高

的效果，且获得了患者的高度满意，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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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the 
nursing process of gynecological cancer patients. Methods: This study started in January 2019 and ended in 
February 2020. During the study, a total of 60 patients with gynecological tumors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main analysis objects. In order to in-depth health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care in patients 
with gynecological tumors The value of nursing care in this study was carried out in a comparative way. All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proportion, 30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30 in 
the control group. Apply conventional nursing interventions in the nursing process of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add health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to the nursing proces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nursing, compar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emotion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and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Results: After comparing the indicator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it was found that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patients obtained higher satisfaction. The difference accorded with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Combining health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care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care can produce higher results for gynecological cancer patients, and obtain a high degree of 
satisfaction from patients,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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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的生活节奏

也随之加快，这也导致人们的工作压力大幅度提升，

因此也给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而女

性的身体结构比较特殊，在这种身心压力的影响下

极易出现妇科肿瘤以及各种影响身体健康的疾病。

很多患有妇科肿瘤的患者并未对肿瘤有详细的了

解，因此会认为肿瘤会给自己的生命带来很大威胁，

加上肿瘤会给机体带来很大的疼痛，因此患有妇科

肿瘤的患者会出现一系列负面情绪，比如抑郁、焦

虑等等，缺乏手术自信心，因此也会对医生有所抗

拒，甚至出现拒绝配合的现象，对患者的生命健康

以及正常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1]。因此，在对妇科

肿瘤患者进行治疗时需要选择合适的护理方案，减

少患者的负面情绪，提高患者的康复速度。因此，

本次研究主要针对本院 60 例妇科肿瘤患者的护理

进行了分析，探讨在健康教育与心理护理的前提下

所得到的护理疗效。具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为本院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2

月期间收治的妇科肿瘤患者共 60 例，按照比例将其

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观察组患者年龄

最大不超过 66 岁，最小不低于 33 岁，平均年龄为

（40.36±2.03）岁，对照组患者年龄最大不超过 67
岁，最小不低于 34 岁，平均年龄为（41.29±2.91）
岁。根据以上两组患者的年龄及资料进行对比后，

无较大差异，不具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将常规护理应用在对照组患者的护理过程中，

对患者进行干预，护理流程按照正常的常规护理流

程进行，在护理中正确引导患者进行用药，并对患

者的生命体征进行关注和时刻监测。 
在以上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将健康教育以及心理

护理应用到观察组患者的护理过程中，具体护理流

程如下： 
①护理人员首先需要对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充

分的了解，了解患者的具体情况，比如文化程度、

理解能力和实际病情等等。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采

取不同的针对性护理方式，在面对文化程度较高的

患者时，护理人员可以给其进行相关治疗方案以及

药物治疗等方面健康知识的普及，并经常给患者进

行健康宣教，让患者充分了解关于其疾病在治疗期

间和护理期间需要注意的相关事项，提高患者的自

我保护能力和自我认知能力；在面对文化程度较低

的患者时，护理人员需要将自己的语言转化为更加

通俗易懂，采用这种方式将疾病更加清晰的介绍给

患者，同时还需要将疾病相关药物和预后效果对患

者讲解清楚[2]。同时根据不同病情时期的患者也需

要采取不同方面的讲解，对于妇科肿瘤中早期的患

者，护理人员知识普及的重点在于化疗的措施和临

床意义，将本院中的成功案例向患者进行详细的介

绍，从而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自信，并且还可以维

持更好的护患关系，同时增强患者对护理人员的信

任，增强患者的依从性；对于妇科肿瘤中晚期的患

者，护理人员可以重点为患者讲解在化疗的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以及在治疗过程中服用药物

的药理和药性等等，从而更好地提高患者的护理效

果，减少治疗过程中副作用以及并发症的发生，重

点对患者的饮食和睡眠进行科学合理的指导[3]。 
②护理人员需要在患者即将进行化疗前对患者

进行合理的心理疏导，充分减少患者的紧张情绪以

及对化疗过程的恐惧，提高患者的配合度；在化疗

后需要时刻观察患者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并且

对患者的实际情况可以选择性地进行隐瞒，将好的

一部分告知给患者。时刻注意患者的心理状态，如

果患者出现较为明显的负面情绪，需要对其进行正

确合理的心理疏导，对患者的问题耐心倾听并给出

正确的解释[4]。护理人员在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时

需要充分的进行换位思考，了解患者的实际想法，

对患者采取针对性的疏导方式，保持良好的护患关

系。 
1.3 观察指标 
本次研究对两组患者经过不同护理方式后的焦

虑情绪以及抑郁情绪进行观察和对比，通过焦虑自

评量表以及抑郁自评量表进行表达；同时按照临床

调查问卷的方式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行统计

并对比，总共分为非常满意、基本满意和不满意三

个层次。 
1.4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采用 SPSS20.00 对数据进行分析，通

过 t 和 X2 进行检验，计数和计量分别采用%以及（ x
±s）进行表示，组间差异＜0.05 则视为符合统计学

意义的评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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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经过对两组患者在护理过程中的焦虑情绪

以及抑郁情绪进行对比后发现，观察组患者的焦虑

和抑郁情绪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符合统计学意义

的评判标准（P＜0.05）。见表 1。 
2.2 经过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问卷调查对

比后发现，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符合统计学意义的评判标准（P＜0.05）。见表 2。 

表 1 两组患者的焦虑情绪和抑郁情绪评分对比（ x ±s） 

组别 例数 焦虑情绪 抑郁情绪 

观察组 30 34.16±2.54 40.84±3.48 

对照组 30 46.46±3.56 52.64±4.07 

t 值  7.2157 9.6515 

P 值  ＜0.05 ＜0.05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 30 27（90.00） 2（6.66） 1（3.33） 29（96.66） 

对照组 30 15（50.00） 8（26.66） 7（23.33） 23（76.66） 

X2值  5.6415 6.5428 5.6467 14.6984 

P 值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在现阶段人们生活压力剧增的时代背景下，妇

科肿瘤也成为了非常常见的一种妇科疾病，患病的

主要原因还有人们的饮食结构的变化和各种不健康

的生活作息等等，该疾病会对患者的身体健康及心

理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在现阶段的临床治疗中，

一般采用化疗的方式对妇科肿瘤进行治疗，并且也

得到了较为显著的治疗效果。但是在这一过程中，

患者会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和负面情绪，也严重影

响了患者的康复速度，因此需要提高妇科肿瘤患者

的护理质量。而将健康教育以及心理护理在护理过

程中进行应用可以有效地提升患者的护理效果，在

临床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健康教育主要是通过对患者的健康宣教提高患

者对疾病的认知和战胜疾病的信心；而心理护理主

要是对患者的心理压力进行疏导，提高患者的康复

速度。在本次研究中，将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护

理效果进行对比发现，观察组患者护理效果明显优

于对照组，差异符合统计学意义的评判标准（P＜
0.05）。 

综上所述，将健康教育和心理护理应用在现阶

段的妇科肿瘤患者护理过程中可以提高患者的治疗

效果，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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