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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患者创伤后成长干预措施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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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乳腺癌已成为女性癌症死亡的首要原因，手术给乳腺癌患者的心理造成巨大的身心伤害，但研究指
出，患者在与乳腺癌疾病作斗争时会产生积极的心理变化，即创伤后成长（PTG）。本文在查阅文献的基础上
对 PTG 干预措施进行综述，旨在明确不同形式的干预方式在乳腺癌患者中的干预效果，为临床制定更高效、
更有益的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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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intervention measures for post-traumatic
growth 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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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reast cancer has become the leading cause of cancer death in women, and surgery causes great physical
and mental harm to the psychology 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 However, studies have pointed out that patients will
hav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hanges when struggling with breast cancer, that is, post-traumatic growth (PTG). This
article reviews PTG intervention measures on the basis of consulting the literature,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different forms of intervention methods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basis for the clinical
development of more efficient and beneficial intervention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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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2020 年全球癌症新发病例约 1930 万，

行综述，旨在为提高乳腺癌术后患者 PTG 水平提供

其中乳腺癌新增病例近 230 万，占癌症新发病例的

参考依据。

11.7%。预计到 2040 年中国乳腺癌新发病例数将达

1 乳腺癌患者PTG的影响因素

[1]

到 49.1 万，其已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最大杀手 。目

1.1 社会人口学因素

前，外科手术是治疗乳腺癌的主要方法。以往研究

主要包括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体像、经济

指出乳腺癌患者术后产生痛苦、抑郁、创伤后应激障

收入、社会支持等。严洁芳 [5] 研究发现乳腺癌化疗

碍等消极心理反应，但是创伤性事件也可能带来某

患者年龄与 PTG 水平呈负相关，分析原因可能为患

些积极改变，如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

者对疾病接受程度或所处疾病阶段不同所引起。青

[2]

PTG） 。PTG 最 早 由 Tedeschi 等

[3]

首次提出并正

中年乳腺癌患者群体与 PTG 水平呈负相关，主要原

式使用，指个体在与威胁其安全的创伤性事件作斗

因为患病激发其更乐观地面对现实，接受“新”我 [6]。

争时产生的积极心理反应，其主要涉及五个心理维

Zhou 等 [7] 认为教育水平与 PTG 呈正相关，与未婚未

度的变化：与他人相关、新的可能性、个人力量、精

育、离异、丧偶患者比较，已婚已育患者 PTG 水平较

神变化和对生活的欣赏。研究发现，部分乳腺癌患

高。苏怡等 [8] 研究发现，夫妻亲密关系可提高患者

者会产生 PTG，从而产生积极应对疾病的心态，故对

PTG 水平及生活质量；同时收入水平、社会支持 [6]

乳腺癌患者开展针对 PTG 的干预，可以有效改善患

也是促进 PTG 水平增高的重要影响因素。

[4]

者情绪，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本文主要介绍乳腺

1.2 疾病病程及治疗方式因素

癌患者 PTG 的影响因素、测评工具并对干预措施进

赵大鹏等 [4] 研究表明，PTG 水平与疾病病程呈

[ 基金项目 ] 广西中医药大学校级面上项目（2019MS008）。

正相关，与疾病分期呈负相关。高冉等 [9] 提出乳腺

▲

癌术后初期患者 PTG 水平呈急剧下降趋势，直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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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化疗末期才逐步提高。邱剑等 [10] 认为接受保

正念练习、做出行动），每个阶段干预时间为 1 h，治

乳或手术治疗患者在治疗后 3 个月 PTG 水平无差

疗期间共干预 4 次，结果表明 ACT 疗法可以降低患

异，分析原因可能为疾病对生命的威胁远超于形体

者主观认知障碍，减轻抑郁情绪效果显著，提高患者

改变所带来的变化，此外干预时间、评估工具的不同

PTG 水平，但其也指出此研究干预时间较短，建议在

也可能造成结果的差异。

未来研究中扩大样本量，进行纵向研究来继续探索

1.3 其他因素

ACT 疗法的长期效果。

性格开朗的患者通过情感表达可增强 PTG 水
平；运动可以强身健体，帮助患者释放压抑情绪从

3.2 正念减压疗法（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

而减轻心理压力，促进 PTG 水平提升；宗教信仰能

MBSR 是以正念为基础，通过正念冥想训练来

够支持患者在困境寻找力量，帮助患者以积极心态

管理个体情绪，使个体专注于当下，提高个体身心调

面对生活。而提高社区医疗保健团队服务水平也不

节能力的疗法，主要包括坐禅、身体扫描、正念瑜伽

可忽视，目前国内对这方面因素关注较少，未来应对

等 [15]。Reich 等 [15] 研 究 指 出 MBSR 能 够 增 强 患 者

这一领域展开纵向研究。

额叶区域 θ 波的活动，激发调节情绪的脑区活动，

2 PTG评估工具

提高患者的认知加工水平，改善患者情绪调节能力，

国内外对于 PTG 的测评工具主要包括创伤后成

促 进 其 PTG 的 产 生。Kenne 等 [16] 研 究 表 明 MBSR

长量表（post-traumatic growth scale，PTGI）
、益处发现

提高乳腺癌患者 PTG 水平的同时也可以增强自然

评定量表（benefit finding scale，BFS）、益处感知评定

杀伤细胞活性，提高患者免疫功能。王建丽等 [17] 以

量 表（perceived benefit scale，PBS）、疾 病 认 知 问 卷

112 例乳腺癌术后患者为研究对象，结果显示 MBSR

（illness cognition questionnaire，ICQ）、应激相关成长

有助于提高患者 PTG 水平及生活质量。MBSR 易被

评定量表（stress-related growth scale，SRGS）、成长评

患者接受，可操作性强，但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

定量表（thriving scale，TS）、态度改变问卷（attitude

干预时间较短，干预人群主要为乳腺癌术后患者，未

change questionnaire，C10Q）等。目前 PTGI 是当前

来应做进一步探究。

国内外对 PTG 测量使用频次最高的量表，于 1996 年

3.3 自我效能干预疗法

由 Tedeschi 等

[3]

研制，量表共 21 个条目、5 个维度，

自我效能感是 Bandura 社会认知理论中的核心

每个条目采用 0~5 分的 Likert 6 级计分法，该量表

概念 [18]，是指个体在不利的形势下采取正确的行动，

的 Cronbach’
s α 系数为 0.90，重测信度 0.71，各分

促使事件往有利的方向发展。叶西西等 [19] 纳入 81 例

量 表 Cronbach’
s α 系 数 为 0.67~0.85。 在 2011 年

乳腺癌术后患者为研究对象，干预组实施过程分为

我国学者汪际等

[11]

对 PTGI 进 行 汉 化，汉 化 版 分

入组、团辅及复诊三个阶段。实施干预 2 个月后表

值 越 高 预 示 PTG 水平越高，Cronbach’
s α 系数为

明该模式使患者 PTG 水平得到有效提升，但由于研

0.611~0.874。

究样本量相对较少，该模式对乳腺癌术后患者产生

3 乳腺癌患者PTG干预措施

的远期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3.1 接纳与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3.4 阅读-写作疗法

therapy，ACT）

阅读 - 写作疗法是以文献为媒介，并将其作为

ACT 是史蒂文 • 海斯（Steven C Hayes） 开发

辅助治疗手段，达到改善患者预后的目的。潘娜等 [20]

的一种治疗方法，旨在灌输心理弹性的增长。心理

将此疗法应用于中晚期乳腺癌患者，显著提高了治

弹性是人类识别并适应现实需求的能力，其主张拥

疗效果，减少患者身体的毒副反应，提升 PTG 水平。

抱痛苦，接受“幸福不是人生的常态”这一认知状

此疗法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患者内心的痛苦，从医

[12]

态，从而重建与实现自身价值观。姚晚侠等

[13]

以

280 例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为研究对象，干预组实
施 ACT 疗法，实施过程分为接纳自我、认知解离、体

院角度来说易实施，但在适用人群的广泛性还有待
考量，未来应做进一步探索。
上述干预模式主要在医院内进行，干预人员主

验当下、察觉自我背景、澄清价值观、承诺行动 6 个

要为医护人员，干预方式多从患者心理角度出发，

部分，干预时间为 3 个月，结果显示 PTG 水平高于

帮助患者提高心理韧性，提升 PTG 水平。但由于干

对照组（P < 0.05）。Shari 等

[14]

选取 60 例伴有认知

预时间较短，这些干预方式的长期影响应做进一步

障碍的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为研究对象，在化疗期

探讨。未来应开展纵向研究，加强多学科合作，丰富

间的干预过程分为 4 个阶段（介绍自我、接受现实、

干预形式，完善团体心理治疗模式，增进患者间的联

22

FUER JIANKANG DAOKAN

Vol.1

No.7 July 2022

·医学综述·

2022年7月第1卷第7期

系，鼓励家庭参与，重视延续性护理的作用 [21]，完善

该模式能增强乳腺癌患者的夫妻亲密关系，但其对

干预评价工具，促进患者 PTG 水平提升，提高患者

PTG 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分析原因可能是评估工具

生存质量。

选取不合适或出院时距离手术时间较短，患者并未

3.5 喜福会（Joy Luck Academy，JLA）式干预疗法
JLA 是 Warmoth 等

[22]

从创伤中恢复。除伴侣支持外，其他家庭成员对患

为美籍华裔乳腺癌患者

者的支持也很重要，家庭系统理论由美国著名心理

制定的一种带有文化特性教育和社会支持的干预计

治疗专家默里 • 波文提出，该理论将家庭看成一个

划，主要采用社区参与式研究方法，通过社区保健人

完整单位，每个成员之间相互作用 [26]。李英等 [27] 以

员教育和病友指导来满足她们的情感、信息和社交

220 例乳腺癌患者照顾者为研究对象，干预组采用

需求。JLA 于每周在社区工作人员辅助下完成 3 h

家庭尊严干预模式，结果显示提升了照顾者的 PTG

交流会议，反复针对该群体的特定心理需求进行指

水平及照顾能力，同时也帮助患者走出困境。这为

导和帮助。研究表明干预后可有效改善患者的负性

减少家庭成员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加强亲人之间的

情绪。但这项研究是小型试点项目，存在样本量小、

联系提供了见解。

潜在的混杂变量分析并不充分等不足，建议未来考

乳腺癌患者是一个特殊的患病群体，由于身体

虑进行大型随机对照试验来确认干预的有效性，为

的残缺饱受生理和心理的折磨，
在一定程度上更需要

将类似的计划融入其他种族或社区做进一步探索。

伴侣和其他家庭成员支持，
已有研究证明夫妻亲密关

3.6 在线综合与阶梯式干预疗法

系是乳腺癌患者心理韧性和 PTG 的中介因素 [28]，心

该疗法运用电子健康平台程序评估患者心理

理韧性改善夫妻关系，提高患者及照顾者 PTG 水平。

变化并为患者提供线上、线下综合服务。该程序包

未来应继续探索夫妻应对模式与 PTG 水平的关系，

括四个梯度，并随着患者心理动态变化及需求变动。

重视家庭成员的作用，提升患者生存质量。

Ochoa-Arnedo 等

[23]

对 338 例乳腺癌患者进行为期

4 小结

12 个月研究，其组织患者下载上述程序，通过该程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乳腺癌 PTG 的研究逐渐增

序的中央移动应用程序（App ICOnnecta’
t）对患者

多，但研究结论仍然存在一定局限性，这可能与研

进行心理监测。第一梯度由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在

究样本量较小、干预时间较短、研究方法较单一、混

患者的设备上安装警报，要求他们完成特定的问卷

杂因素较难控制等有关。因此未来开展乳腺癌患者

调查，通过问卷评分表得分来评估是否进入下一个

PTG 干预研究可考虑针对疾病发展不同阶段的患者

护理梯度；第二梯度为患者提供图片、视频等在线

实施干预，干预场所应由医院延展到社区，还应继续

资源；第三梯度主要由心理专家团队在线给患者指

开展大样本、多中心的纵向研究。干预中既要充分

导，促进患者间的交流；进入最后一个梯度后，由多

发挥配偶和家庭在干预中的重要性，又要兼顾照顾

学科专家组成的团队将进一步给予患者支持。该研

者的 PTG 水平，应作为乳腺癌患者 PTG 的重要发展

究表明此疗法适合乳腺癌幸存者的特定需求，可以

方向。已有研究表明乳腺癌患者 PTG 水平呈波动

有效减轻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提高 PTG 水平，为未

上升趋势，但长远来看其 PTG 水平呈现怎样的动态

来研究提供了一个方向。

变化未来应进行持续监测一两年甚至多年，以期为

上述干预方式干预场所主要在社区进行，干预

临床研究提供更有说服力数据支撑。

人员多为社区医疗保健人员，干预方式多采用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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