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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束化护理干预在预防食管癌患者放疗后并发症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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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集束化护理干预对预防食管癌患者放疗后并发症的临床效果。方法:将72例食管癌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

对照组,每组36例,观察组予以集束化护理,对照组予以普通护理,比较两组患者放疗后并发症情况。结果:观察组患者并发

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集束化护理能有效降低患者放疗后并发症发生率,明显提高其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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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管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平均每年约有

15万人死于此疾病,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均高居第4位[1]。放

射治疗是目前临床主要治疗手段之一,随着放疗技术及治疗

方法的改进,其远期生存率有了明显的提高,在获得良好生

存率的同时,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正日益受到重视。放疗后

并发症是影响食管癌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若处理不

当,不仅患者的生活质量会受到影响,生存期也会受到影响。

笔者采用集束化护理干预手段,以减少患者放疗后并发症的

发生,并延长生存期,提高其生活质量,临床实践取得了可靠

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4年1月至2015年6月在本院放疗科行放射治

疗的食管癌患者72例,所有患者经组织病理学证实为食管

鳞状细胞癌,其中男57例,女15例;年龄42~82岁,中位年

龄51岁。72例中,食管下段癌患者20例,食管中段癌患者

46例,食管上段癌患者6例。排除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

严重疾病者,治疗主要手段为适形调强放射治疗。将72例

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36例,两组患者的一般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护理方法

1.2.1 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住院时责任护士密切观察患

者放疗期间的不良反应及病情变化,及时汇报医生,遵医嘱

对在放疗中出现的各种不良反应给予对症处理;出院时由责

任护士对患者进行常规的健康指导;出院后电话随访,嘱咐

其定期复查。

1.2.2 观察组:予以集束化护理,成立护理小组,由护士长

任组长,3名富有护理经验的责任护士任组员,对食管癌放疗

后并发症“放射性食管炎/皮炎、心脏疾患、放射性肺炎、放射

性骨髓病和全身反应”进行文献检索,分析讨论并总结,运用

循证医学方法,针对患者放疗后有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制定

以下集束化护理措施:(1)放射性食管炎:表现为吞咽疼痛,

进食困难,情绪焦虑不安,甚至绝望。护理措施:向患者解释

原因,嘱咐患者注意休息,清淡饮食,避免刺激性食物,进食

前、后用温开水吞服以冲洗食管,并进行适当的运动锻炼,放

松心情,消除思想负担,严重者可在餐前予生理盐水250mL

+庆大霉素48万 U+复方维生素 B1250mL+利多卡因

20mL混合,每次取10mL餐前含服,4次/d,以减少疼痛,

严重者予少量激素或抗生素治疗[2]。(2)心脏疾患:表现为

放疗后期可出现心包炎、心包积液和心肌炎。护理措施:协

助患者采取半坐卧位和坐位,纵隔降低利于呼吸顺畅,保持

病房安静、温暖,减少探视,避免呼吸道感染,衣着宽松,利于

胸廓运动,遵医嘱用药。(3)放射性肺炎:表现为咳嗽、气短

和发热。护理措施:保持室内空气新鲜、流通,适宜的温度

(18~20℃)和湿度(55%~65%),有胸闷、气促及呼吸困难

时给予半卧位,氧气吸入,心电监测重点观察呼吸及血氧饱

和度情况,严重者予以激素、抗生素、镇咳,祛痰等治疗,给予

激素抗生素时应按时按量,现配现用,注意观察药物的不良

反应,及时处理。(4)放射性骨髓病:表现为血象下降,主要

为白细胞<2×109/L。护理措施:遵医嘱予升白细胞治疗,

保持病房清洁,尽量安排住单人间防止交叉感染,嘱患者减

少外出活动,注意保暖,防止感冒。(5)放射性皮炎:表现为

局部皮肤出现红斑、瘙痒、脱屑、糜烂和溃疡。护理措施:保

持照射野皮肤整洁、干燥,避免局部刺激,禁用肥皂毛巾擦

洗,切勿用手抓挠,宜穿宽松柔软无领的上衣,剪平指甲,防

止日光曝晒,也可用1%冰片滑石粉和薄荷滑石粉涂抹,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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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用三乙醇胺软膏涂抹局部,并暂停放疗。(6)全身反应:

表现为乏力、恶心、呕吐、无食欲等症状。护理措施:给患者

创造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减少探视,多休息,清淡饮食,多

吃新鲜蔬菜和水果,多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多聊些患者感

兴趣的话题,让其感受到被“关注”的感觉,从而增强其战胜

疾病的信心。

1.3 疗效评价

1.3.1 并发症发生评判:患者出院前2d,由组长观察两组

患者是否出现上述情况,判断是否发生并发症。

1.3.2 生活质量评定标准: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问

卷(WHOQOL-100)对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价,患者出院

前2d,发放问卷由患者自行填写,发放问卷72份,回 收

72份,回收率100%。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3.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

用均数±标准差(췍x±s)表示,两组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

料采用频数或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

Fisher确切概率法,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放疗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观察组放疗后发

生放射性食管炎、心脏疾患、放射性肺炎、放射性骨髓病、放

射性皮炎和全身反应的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1。

2.2 对比两组患者放疗后生活质量

  观察组患者的躯体功能、角色功能、情绪功能、社会功

能、认知功能、总体健康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2。

表1 两组患者放疗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n(%)]

组别 放射性食管炎 心脏疾患 放射性肺炎 放射性骨髓病 放射性皮炎 全身反应

观察组(n=36) 14(38.9) 7(19.4) 3(8.3) 3(8.3) 13(36.1) 9(25.0)

对照组(n=36) 26(72.2) 21(58.3) 14(38.9) 16(44.4) 24(66.7) 18(50.0)

χ2 2.846 4.778 2.594 2.191

P 0.0044 0.0000 0.0046* 0.0010* 0.0095 0.0285

      注:*使用Fisher确切概率法检验

表2 两组患者放疗后生活质量比较(췍x±s,分)

组别 躯体功能 角色功能 情绪功能 社会功能 认知功能 总体健康

观察组(n=36) 61.56±9.71 55.13±7.28 54.47±7.21 51.63±7.24 60.21±10.08 54.32±7.27

对照组(n=36) 47.87±6.15 45.81±6.73 41.52±6.44 45.33±6.23 47.61±6.47 42.97±5.52

t 7.14649 5.64040 8.03736 3.95751 6.31168 7.46043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3 讨 论

  集束化干预首先是由美国健康研究所提出,旨在帮助医

护人员给患者提供优化的医疗护理服务[3],集束化护理是将

循证文化引入床边管理并为重症患者普遍存在的某种疾病

创造最佳的实践指南[4],其概念是指针对某一类或某一例患

者实施的一组护理干预措施,该措施包括3~6个元素,每一

个元素都经临床证实能改善患者的结局,在国外,集束化护

理在临床上的应用日趋普遍,但在国内仍处于探索阶段[5],

此理念首先是为了预防呼吸机相关肺炎的发生而引入,并取

得了明显的效果。

  食管癌是一种消耗性疾病,恶性程度高,患者往往表现

吞咽困难、消瘦、乏力、贫血等,严重影响患者的生理功能,接

受放射治疗的患者多为中晚期,放疗后的并发症影响着患者

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甚至影响患者的生存期,姚绍芹[2]

通过循证护理措施,发现食管癌患者放疗后并发症明显减

少,王莉[6]和孙仁娟等[7]通过集束化护理,对食管癌患者放

疗期间饮食进行干预,发现患者的营养状况得到明显的改

善。本研究对食管癌患者实施了集束化护理干预,结果显

示,实施集束化护理的食管癌患者比实施普通护理的患者放

疗并发症明显减少,生活质量水平也高于实施普通护理的患

者,但由于一些观察指标如放射性食管炎、心脏疾患、放射性

肺炎和全身反应的评判目前尚缺乏客观的统一标准,为了减

少主观因素造成误差,我们采取结果统一由具有丰富临床经

验的组长评判。

  集束化护理干预能够促使护士以最科学的方法实施护

理方案,提高了护士的综合能力,特别对年轻护士综合素质

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因此,我们认为,集束化护理干预能减

少食管癌患者放疗后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增加患者生活信心,对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和提高其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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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在对其他肿瘤患者护理中推广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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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散型马尔尼菲青霉病起病隐匿,多数病情进展迅速,

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1,2]。

机体感染马尔尼菲青霉菌后,损伤单核—巨噬细胞系统、毛

细血管内皮组织等,临床表现为发热、皮疹、肝脾肿大,严重

时出现消化道出血、感染性休克等,实验室检查可见贫血、白

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肝功能异常等。对于艾滋病马尔青

霉菌感染合并贫血的患者,临床上常常出现无效输血。我院

对1例艾滋病马尔青霉菌感染合并贫血的患者行输血治疗,

效果明显,现报道如下。

1 病例资料

  患者男性,25岁,入院诊断“AIDS,马尔尼菲青霉病,细

菌性败血症,继发型肺结核,消化道出血,极重度贫血”。患者

入院前消化道出血量总量约500mL。入院抗血液细胞抗体

检测(IgG+C3d):阴性,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C3):阴性,冷

凝集素实验(IgM):阴性,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IgG):阴性,

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阴性,同种抗体:阴性。D-2聚体测定

38.06mg/L。

  患者自2016年4月16日至2016年4月28日每日解黑

便量为40~60g之间,2016年4月16日血常规检查示:血红

蛋白57g/L,红细胞计数2.48×1012/L,红细胞压积17.6%。

肝功 能 检 查 示:总 胆 红 素 77.2 μmol/L,直 接 胆 红 素

25.6μmol/L。分别于4月16日、4月18日输入去白细胞红

细胞4.5U。4月19日复查血常规:血红蛋白43g/L,红细

胞计数1.37×1012/L,红细胞压积11.6%,提示输血无效。

再次于4月21日、4月22日、4月24日、4月25日输入去白

细胞红细胞9U,2016年4月26日复查血常规:血红蛋白28

g/L,红细胞计数0.94×1012/L,红细胞压积8.7%,均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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