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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服务对肺癌术后患者的效果

张阿丽 、 李志刚

【摘要】目的　探讨肺癌患者术后应用优质护理服务的效果。方法　本研究主体为 120 例肺癌术

后患者，均纳入于 2018 年 06 月～2020 年 06 月。根据双盲随机对照原则，将之划分成两组对照，其

中一组设为常规组（常规护理），另一组设为研究组（优质护理）。每个小组分别 60 例。结果　研究

组术后并发症少于常规组（P< 0.05）；研究组出院时焦虑评分、抑郁评分低于常规组（P< 0.05）；研究

组护理总满意度高于常规组（P< 0.05）。结论　对肺癌术后患者加强优质护理服务，可进一步减少

患者术后并发症，减轻患者焦虑抑郁情绪，促使其精神健康，同时还可以赢得患者较好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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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high quality nursing service in postoperative nursing of lung cancer patients 
　　ZHANG Ali，LI Zhigang. The First Ward of Oncology Department of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
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high-quality nursing service for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after operation. Methods　From June 2018 to June 2020，120 cases of postoperative lung cancer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double-blind randomized control，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one group was set as the conventional group（routine care），the other group was set as the study group

（high-quality nursing）. Each group had 60 cases. Results　Th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less than those of the conventional group（P<0.05）. The anxiety score and depression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ventional group（P<0.05）. The total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ventional group（P<0.05）. Conclusion　To strengthen high-quality nursing service for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after operation can further reduc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relieve anxiety and depression，promote 

mental health，and win better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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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好发于 45～65 岁人群中，对人类健康具有

极大的危害，［1］。近年来肺癌患者越来越多且越来越

低龄化［2］。目前临床治疗肺癌通常以手术，虽然疗

效尚可，但是手术导致的自理能力减弱、外形改变

给患者精神健康、身体健康带来极大的影响［3］。故

而临床手术治疗肺癌患者之后加强高效、优质的护

理配合显得至关重要［4］。本课题特此以 120 例肺癌

术后患者作为观察对象，侧重探讨了优质护理服务

的应用价值，希望能够为临床干预肺癌患者提供有

效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课题以 120 例肺癌术后患者作为研究主体，

纳入时间为 2018 年 06 月～2020 年 06 月。入组标

准：通过手术病理检查证实为肺癌；TNM 分期Ⅰ～Ⅱ

期［5］；入院后均接受肺癌根治术；遵循自愿参与原则，

并在征得患者同意下签署研究知情书。排除标准：肺

结核；术后呼吸功能严重障碍；合并其他器质性或功

能性疾病；精神异常而无法正常交谈。根据双盲随机

对照原则，将之划分成两组，其中一组设为常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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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组设为研究组。每个小组分别 60 例。研究组

包括 33 例男性和 27 例女性，年龄 44～78 岁，均龄

（59.6±13.6）岁；手术时间（134.8±16.6）min，手

术失血量（146.8±20.5）ml；22 例腺癌，21 例鳞癌，

17 例小细胞肺癌。常规组包括 32 例男性和 28 例女

性，年龄 45～79 岁，均龄（59.9±13.5）岁；手术时

间（135.6±15.8）min，手术失血量（150.5±22.4）

ml；21 例腺癌，21 例鳞癌，18 例小细胞肺癌。各组

基础资料比如年龄、性别、手术时间、手术失血量

等结果 P 值＞ 0.05，无差异。

1.2　方法

给予常规组 60 例肺癌术后患者常规护理，主要

有打扫病房，保持干净卫生；科普简单知识，提高患

者认知；指导患者保持舒适正确体位，以便于患者充

分休息；遵医嘱为患者按时按量服药。护理干预时间

1 周。

给予研究组 60 例肺癌患者术后患者优质护理服

务，由护理人员实施，30min/ 次，一对一进行。即

（1）优质的心理干预。护理人员与患者主动交谈，

深入掌握患者身心变化，给予充分尊重、人性化关

怀、理解，同时不断给予安慰、支持、鼓励，减轻

患者担忧，帮助患者树立治愈信念，提高其治疗积

极性。与此同时，主动与患者家属交谈，告知相关

详情，并指导家属多关心患者，让患者重拾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2）生活照顾。手术后需要患者卧床静

养，加之四肢活动受限、导管留置等原因而无法正

常自理生活，极易形成废用心理。此时护理人员应

当主动向患者说明，以免患者过度担忧、焦虑，同

时鼓励患者早期活动，遵医嘱康复锻炼，并在日常

生活中照顾患者起居，比如就餐、如厕、梳头、刷

牙洗脸等。为患者应用胸部固定带，妥善固定胸部

引流管，方便患者自理生活，尽快减弱患者的依赖

性，促使其自理能力进一步提高，重拾积极生活的

态度。（3）麻醉护理。由于手术中实施全身麻醉操

作，术后待到麻醉作用消退后，极有可能会导致患

者呕吐、恶心。对此，护理人员术后应当将患者头

部偏向左侧或者右侧，快速帮助患者清理口鼻内异

物，确保患者能够顺畅呼吸。此时，对于担忧术后

恢复效果而过于悲观厌世、恐惧的患者，护理人员

对其交谈时尽量耐心、温柔一些，促使其身心保持

稳定，积极主动配合。（4）疼痛干预。肺癌患者术

中需要大范围切除，创伤较大，加之术后剧痛不适，

常常导致患者躁动不安、紧张。对此，护理人员及

时将术后疼痛不适缘由、消痛措施、负面情绪与疼

痛发生之间的关系详细告知于患者，进而增强患者

耐受疼痛的能力。若是患者疼痛轻微，可考虑音乐

疗法、注意力分散等方式来减轻患者痛感；若是患者

实在无法耐受疼痛，再考虑镇静镇痛药物。（5）出院

指导。对于即将康复出院的肺癌患者，护理人员应

当鼓励患者积极面对疾病，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

生观，以良好的身心状态回归社会、回归家庭。叮

嘱家属为患者创造一个温馨的家庭氛围，让患者感

受到家人的关心，为患者提供精神支持。指导患者

继续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坚持规律运

动，以提高身体抵抗力。护理干预时间 1 周。

1.3　观察指标 

（1）观察患者有无胃肠道反应、感染、心律失

常等并发症；（2）干预前以及 1 周后，对其焦虑抑郁

情绪进行评估，评估工具为 SAS 焦虑量表、SDS 抑

郁量表，二者分值越高，表明患者焦虑抑郁越严重，

精神就越不健康；（3）在患者康复出院前 24h，发放

满意度调查问卷，统计患者对临床护理服务工作的

满意度，总分 100 分，85 分以上非常满意、60～85
分基本满意、60 分以下不满意，总满意度 = 非常满

意 + 基本满意。

1.4　数据统计处理

汇 总 并 分 析 观 察 主 体 的 研 究 数 据 ， 并 利 用

SPSS22.0 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用均数 ± 标准

差（x±s）表达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并用 t 检验；用例

数或构成比（％）表达计数资料或等级资料并用卡方

检验。检验水准α设置为 0.05，当 P 值 <0.05 时，说

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并发症对比见表 1。
表1　两组并发症对比

小组 病例 胃肠道反应 感染 心律失常 总发生率（％）

研究组 60 2 1 1 6.67％

常规组 60 5 3 4 20.00％

χ2 - 18.731

P - <0.05

2.2　两组负性情绪评分对比见表 2。

2.3　两组满意度对比见表 3。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研究组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以及

出院时的焦虑评分、抑郁评分均显著低于常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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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护理总满意度显著高于常规组（P<0.05）。充分证

实了优质护理服务的应用价值。优质护理模式下要

求护理人员操作过程中始终贯穿人文关怀理念［6］。

在现代医学不断发展进程中，人文关怀是必然趋

势［7］。实际护理中，遵循“以人为本”理念，给予患

者充分尊重和爱护，让患者享受到高效、优质服务，

是赢得患者好感、为医院塑造良好社会形象的先决

条件［8］。宽慰患者心理情绪、呵护患者精神健康并

给予同情、理解，在情感上与患者共鸣，尽量满足

患者合理所需，是消除患者不良情绪的重要前提［9］。

各项操作环节中始终关心、关爱患者，将患者当做

亲人一般而不断给予关怀，紧密与患者之间的亲情

关系，可增强患者安全感、信赖感［10］。护理人员与

患者不断交谈期间，唤醒患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善待并珍爱生命，进而积极主动配合临床治疗，以

减少术后并发症［11］。

肺癌患者手术结束之后，安全的将其送回病房，

护理人员给予针对性的整体干预，客观、全方位的

了解患者心理以及生理需求，并围绕患者身心特点，

以患者为服务中心，体贴、关心、关怀患者，设身

处地的为患者着想，一切出发点均基于患者角度、

立场，通过人文知识加强沟通，重视患者社会需求、

心理需求、生理需求，可显著改善患者心理障碍，

提高其精神健康水平［12］。

提高护理团队综合素质，是夯实优质护理最为

重要的基础，扎实的理论知识、过硬的业务能力、

耐心的交流沟通以及高度责任感是提高临床护理服

务质量的重要前提［13］。高效、优质护理模式可进一

步标准化、规范化护理服务，体现了临床护理专业

性、科学性，加强了团队凝聚力，调动了护理人员

工作积极性，提高了护理人员主动服务意识，同时

还增强了团队荣誉感［14］。娴熟的操作以及扎实的知

识给患者带来极大的安全感，容易赢得患者信任，

以获得较高的患者满意度［5］。

综上所述，本研究说明优质护理服务可进一步

减少肺癌患者术后并发症，减轻患者焦虑抑郁情绪，

促使其精神健康，同时还可以赢得患者较好的满意

度。值得推广应用。需提及的是，本研究样本量偏

少，观察时间尚短，对患者远期疗效的影响还需要

临床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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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负性情绪评分对比（x±s，分）

小组 病例
SDS SAS

干预前 出院时 干预前 出院时

研究组 60 66.3±17.8 32.4±7.9 65.3±14.3 30.7±5.5

常规组 60 66.1±15.9 44.8±6.8 65.5±14.7 42.9±6.6

t - 0.372 15.239 0.785 16.101

P - >0.05 <0.05 >0.05 <0.05

表3　两组满意度对比

小组 病例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研究组 60 27 31 2 96.67％

常规组 60 22 27 11 81.67％

χ2 - 15.296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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