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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动力干预对肝癌患者心理行为矛盾、医嘱依从性及生

活质量的影响

李林娟   汪秀云    许辉琼    刘霞
【摘  要】目的  探讨行为动力干预对肝癌患者心理行为矛盾、医嘱依从性及生活质

量的影响。方法  统计分析我院 2014年 7月至 2014年 9月收治的 80例肝癌患者的临床资

料。结果  研究组患者的医嘱依从性 95.0%（38/40）显著高于对照组 75.0%（30/40）

（P<0.05），并发症发生率 17.5%（7/40）显著低于对照组 57.5%（23/40）（P<0.05），

心理健康、情绪角色、躯体功能、疼痛、躯体角色、社会功能、生命活力、总健康评分均

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行为动力干预能够对肝癌患者的心理行为矛盾进行有

效缓解，促进患者的医嘱依从性、生活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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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dynamic behavior intervention on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onflicts, prescription complianc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HCC patients.Li linjuan,  

wang xiuyun,xu huiqiong,et al.Sichuan university, west China hospital, abdominal oncology 

department,Chengdu 61004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dynamic behavior intervention on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onflicts, prescription complianc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HCC 
patient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80 cases of liver cancer patients who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The prescription compliance of the study group 95.0%(38/40)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75.0% (30/40) (P <0.05), and the complication rate 17.5% (7/40)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57.5 % (23/40) (P <0.05), and the mental health, 
emotional role, physical functioning, pain, physical role, social functioning, vitality, overall health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Conclusion Dynamic behavior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onflicts and improve the 
prescription adherenc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HCC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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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的动力系统包括需求和动机，对对象的欲求成为需求，其是机体对延续和发展生命
所必须的客观条件的反应，这种反映的表现形式为主观的愿望和意向；动力系统对人的行

为造成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如好奇心对引发感官探索、动作操作、口头诘问等。对患者的

行为动力进行干预，就是在患者住院期间，依据患者的心理行为矛盾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

措施，从而为患者培养起健康行为提供良好的前提条件[1]。本研究对我院 2014年 7月至
2014年 9月收治的 80例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了统计分析，探讨了行为动力干预对肝
癌患者心理行为矛盾、医嘱依从性及生活质量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运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我院 2014年 7月至 2014年 9月收治的 80例肝癌患者，所有患
者均经影像及病理确诊为原发性肝癌，KPS评分均在 50分以上，均具备介入治疗指证，
均知情同意；将伴有腹水、黄疸等并发症，有严重心肝肾等器质性疾病等的患者排除在外



[2]。其中男性患者 48例，女性患者 32例，年龄在 36-77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58.2±10.4）岁；肿瘤直径在 3-8cm之间，平均肿瘤直径为（5.6±1.2）cm。在肝功能
Child分级方面，52例患者为 A级，24例患者为 B 级，4例患者为 C级。依据护理方法将
这些患者分为研究组（n=40）和对照组（n=40）。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肿瘤直径、肝
功能 Child分级比较差异均不显著（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
批准。

1.2 护理方法
    给予对照组患者常规护理干预，给予研究组患者常规护理干预基础上的行为动力干预，
具体操作为：1）手术之前 1d单独和每个患者沟通和交流，首先对患者的倾诉进行耐心的
聆听，对患者进行积极的鼓励，使其说出心里的所有想法及顾虑等，互相信任是真诚沟通

的基础和前提，而要想获取患者的信任，从而使患者产生安全感，在护理过程中始终保持

良好的情绪，为治疗提供良好的前提条件。2）依据患者的心理矛盾及需求具体分期其性格
等，将其资料有效整理出来；3）依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将具体的健康行为指导计划制定出来；
4）在组织实施过程中，为了使患者将正确的行为动力建立起来，从而对计划内容进行认真
的执行，可以将计划的内容详细讲解给患者及其家属，使其充分了解内容的重要性，同时

将接受干预成功的患者介绍给患者及其家属，介绍过程中可以用多种方式，让他们互相沟

通和交流；5）手术之后当天开始和患者对计划内容进行共同执行，比如，精神放松一项，
在每天下午完成治疗后用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和患者共同完成，完成过程中严格依据计划，

为了使患者对该项措施产生兴趣和动力，将其抵触情绪有效消除，首先向患者介绍成功的

例子，然后让患者听音乐或做放松训练，连续进行 3次后让患者在其家属的协助下或独自
执行。如果患者缺乏良好的效果，则对其计划措施进行适时调整，整改后让患者继续执行。

6）将执行方法交给患者家属，让患者家属在患者出院后继续协助督促患者坚持执行[3-5]。                                                                                                                                                                                                                                                                                                                                                                                                                                                                                                                                                                              
1.3 依从性评定标准
    如果治疗过程中患者严格遵照医嘱，坚持规范治疗，则评定为完全依从；如果治疗过程
中患者基本遵照医嘱，偶尔不规范治疗，则评定为部分依从；如果治疗过程中患者经常不

遵照医嘱，无法坚持治疗或中断治疗，则评定为不依从[6]。

1.4 观察指标
运用美国医学研究所研究的生活质量表（SF-36）对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价，共

躯体功能、心理健康、社会功能、躯体角色等包括 8个维度，分值在 0-100分之间，患者
的生活质量和分值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7]。同时，对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情况进行认真

细致的观察，并将其详细记录下来，然后对其进行统计分析。

1.5 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用（ sx  ）表示，用 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用 X2检验，对本研究中所
有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的过程中运用统计学软件 SPSS20.0，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医嘱依从性比较
研究组患者的医嘱依从性 95.0%（38/40）显著高于对照组 75.0%（30/40）（P<0.05）。

具体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的医嘱依从性比较（例/%）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依从性

研究组 40 26（65.0） 12（30.0） 2（5.0） 38（95.0）*

对照组 40 20（50.0） 10（25.0） 10（25.0） 30（75.0）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比较



研究组患者的心理健康、情绪角色、躯体功能、疼痛、躯体角色、社会功能、生命活

力、总健康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具体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比较（ sx  ）

组别 例数 心理健康 情绪角色 躯体功能 疼痛

研究组 40 77.2±28.1* 81.8±17.2* 78.9±21.3* 79.9±19.9*

对照组 40 53.3±45.1 62.1±18.4 54.6±23.1 67.5±19.9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 2续  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比较（ sx  ）

组别 例数 躯体角色 社会功能 生命活力 总健康

研究组 40 80.7±17.5* 80.5±12.3* 72.4±20.1* 81.3±18.5*

对照组 40 60.4±19.3 66.3±23.1 48.3±23.7 60.7±18.6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论
在肝癌的非手术治疗中，由于介入治疗具有微创性和高效性，因此成为临床的首选

[8]。由于很多患者没有对介入治疗进行深入的了解，同时也没有对化疗药物的不良反应有

一个清晰的认识，因此术前极易出现焦虑、血压升高等不良后果，同时还会造成术后一些

列的不良反应。患者的生活质量及生存期受到其介入治疗依从性的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因

此为了促进患者认识介入治疗高度的不断提升，护理人员应该积极给予患者有针对性的护

理干预[9-10]。本研究结果表明，研究组患者的医嘱依从性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心理
健康、情绪角色、躯体功能、疼痛、躯体角色、社会功能、生命活力、总健康评分均显著

高于对照组（P<0.05），充分说明了行为动力干预能够对肝癌患者的心理行为矛盾进行有
效缓解，促进患者的医嘱依从性、生活质量的提高，值得在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曾丽红,李苑,徐喆。护理干预对肝癌患者介入治疗依从性的影响研究[J]。吉林医学,2013,34(19):3883-

3884.

[2]郭丽萍,程光荣。护理干预对肝癌介入治疗病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分析[J]。 护理研究,2012,26(6): 514 -515.

[3]金佩,陈小红。护理干预对急性心肌梗死病人心理影响的效果评价[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0,07(02):76 -78.

[4]徐从翠,宋卫芹,乔摇艳。肝癌介入治疗术后并发症的护理[J]。中华全科医学,2013,11(3):488 -489.

[5]金摇平。程序护理对肝癌患者介入治疗并发症的影响[J]。中华全科医学,2011,9(10): 1655-1656.

[6]谭李军,廖春燕,尹秀芬,等。腹部热敷联合饮食干预对肝癌介入术后恶心呕吐的疗效观察[J]。护士进修杂

志,2012,27(10): 941 -942.

[7]王品楠。整体护理对肝癌介入治疗患者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的影响[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2,21(2):208 -209.

[8]王摇震,常黎黎,詹小宁。盐酸羟考酮缓释片对肝癌病人经动脉化疗栓塞术后疼痛的镇痛疗效及成本—效

果分析[J]。安徽医药,2013,17(2): 309 -310.

[9]吕钦谕。喹硫平与奥氮平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质量影响的对照研究[J]。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2011, 

38(04):205-207.

[10]李四冬,阳前军,陈钰,等。家庭综合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J]。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2014, 

11(04):202-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