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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

个案管理护理干预在提升肺癌放化疗患者心理韧性及
依从性的效果
叶丽君

朱夏玲

针对肺癌治疗、放化疗方面的护理关注点应从
传统的经验式护理层面[1～2]转移至以临床为基础，以
患者需求为中心，
多学科、多部门协同合作的全过程
护理中来，才能从生理-心理-社会整体层面改善肺
癌放化疗患者生存质量。个案管理是近些年发展较
快的一种管理型照护模式，被临床广泛应用于慢性
疾病及部分医疗费用高、变异性高的疾病管理中，
能
够有效缩短住院天数，节约医疗资源与提升医疗护
理质量等优点[3]。本次研究针对肺癌放化疗患者采
用个案管理护理干预模式，探究该模式对患者心理
韧性及依从性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丽水市中心医院呼吸科 2017 年
8月至 2019 年 5月收治的肺癌放化疗患者 193例为
本次研究对象，其中男性 101例、女性 92例；年龄
26~80岁，平均（48.50±4.70）岁；疾病类型：低分化鳞
癌 68例、中高分化鳞癌 36例、小细胞肺癌 50例、低
表1

分化腺癌 39例；部位：左肺 107例、右肺 86例；肿瘤
分期：Ⅰ期 28例、Ⅱ期 67例、Ⅲ期 98例。纳入标准
为：①参考《肺癌实验室诊断专家共识》[4]、
《中国
肺癌低剂量螺旋 CT 筛查指南（2018 年版）》[5]及病
理诊断结果，确诊为肺癌；②临床分期参考《中国临
床肿瘤学会肺癌诊疗指南（2018 版）》[6]相关标准，
病理分期Ⅰ~Ⅲ期；③于我院建档并拟行放疗、化疗
治疗；④患者对本次研究知情同意；⑤患者病情耐
受本次拟行治疗措施，预计生存时间＞3月，承诺完
成本次研究。排除：①患者合并肝肾功能异常，血
液系统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②患者合并意识功
能障碍、精神疾病，影响研究数据收集；③患者临床
资料不完整，中途自动脱落。本次研究经本院医学
伦理委员会批准。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将患者随
机分为对照组（96例）与观察组（97例）。两组患者
基线资料见表 1，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
疾病类型/例

部位/例

病理分期/例

组别

n

性别
（男/女）

年龄/岁

观察组

97

50/47

48.60±4.70

33

19

24

21

51

46

15

33

49

对照组

96

51/45

48.40±4.70

35

17

26

18

56

40

13

34

49

低分化鳞癌 中高分化鳞癌 小细胞肺癌 低分化腺癌 左肺 右肺 Ⅰ期 Ⅱ期 Ⅲ期

1.2 方法 常规评估患者生命体征及伴随症状，评
估体液平衡情况、皮肤弹性、精神情况等，嘱咐患者
多注意卧床休息。给予营养支持与疾病相关基础护
理如口腔护理、皮肤护理、压疮预防、肺部感染预防、
运动处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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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患者进行放化疗期间，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
除基础护理外给予健康指导，讲解疾病相关知识及
治疗方案，降低患者因认知程度不高而产生的抗性
与负性情绪；
嘱咐患者尽量放松心情，
保持最佳治疗
状态；
嘱咐患者穿着宽松衣物，
方便排汗及开展相关
治疗；指导患者遵医行为重要性及主动上报自身不
良感受等。观察组采用个案管理护理干预，分为评
估、计划、实施、评价、反馈 5个环节。
（1）评估：在本
院病案室、信息科协助下患者临床资料进行检索，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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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项目内容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分析内容制
定肺癌放化疗患者评估内容，主要包括患者生理、
心理、认知、身体机能、社交、生活、经济等方面情
况。
（2）计划：组建个案管理护理干预小组，由科室
主任为组长，护士长为副组长，选取 5 名年资≥5 年
的岗位护士为组员。小组成员根据患者评估结果
及医院卫生资源情况进行组内讨论，制定标准化临
床路径，路径内容主要包括患者基本情况、病情监
测、放化疗周期、护理流程、护理措施等内容。小组
进行相关培训，除临床路径相关内容培训外还需对
肺癌放化疗相关内容如基础护理内容，相关并发症
预防及护理，护患沟通技巧等进行培训，确保小组
成员能够高质量独立完成护理路径内容。
（3）实施：
①个体化心理支持，综合评估患者心理状况，提供
个体化心理支持，如患者担忧治疗效果则可强调放
化疗的治疗效果，告知患者配合治疗的基础上其生
存期还较长，提供部分优质患者情况，增加患者自
信心；针对经济状况担忧患者可重点强调当前社会
保障条件、保险福利等内容，降低患者心理负性因
子影响力，提升患者心理韧性强度。②个体化健康
教育，根据患者学历、生活、认知等综合情况采取相
应沟通交流方式，向患者讲解肺癌疾病相关知识及
放化疗方案，提醒患者注意相关副作用，发现及时
上报，认真倾听患者诉求，在合理范围内尽量满足。
③胃肠功能及营养支持，放化疗会导致患者胃肠道
反应与食欲下降，摄入营养量降低，影响患者身体
机能及放化疗效果。告知患者胃肠道反应属正常
副反应，在缓解后可适当进食，如胃肠道反应严重
可给予保和丸、山植丸、平胃散药等。根据患者饮
食习惯给予营养支持，嘱咐患者多食用蛋白质高如
瘦肉、鱼肉类食物，多食用水果等。④疼痛护理与
运动处方，患者疼痛会影响治疗依从性及增加负性
表2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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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影响力，因此需给予疼痛护理，根据患者主诉
评估疼痛强度，一般疼痛告知患者可不予用药，尽
量分散注意力，如娱乐节目、电影电视等；疼痛强度
影响患者日常作息可采用三阶梯镇痛治疗，保证患
者有良好休息。根据患者身体耐受情况开具运动
处方，如慢走、太极等，强调需患者家属及护理人员
陪同下进行。
（4）评价：小组开展定期护理干预评价
会议，对小组前期护理干预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提
出、讨论、分析、制定解决措施，并在下一阶段进行
应用。
（5）反馈：在护理过程中将患者护理后取得的
效果向患者、患者家属进行反馈，告知其需密切配
合相关护理操作，
增加其护理依从性。
1.3 观察指标 ①对患者护理前后心理韧性情况
进行评价，采用心理韧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
silience scale，CD-RISC）[7]，该量表合计 25 条项目，
总分 100分，分数越高代表心理韧性越强；②对护理
过程中患者依从性情况进行评价及护理前后抑郁、
焦虑情绪进行评价。抑郁负性情绪采用抑郁自评
量 表（self - 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进 行 评 价 ，
SDS≥53分为抑郁状态，焦虑负性情绪采用焦虑自
评 量 表（self - rating anxiety scale，SAS）进 行 评 价 ，
SAS≥50分为焦虑状态[8]；依从性调查问卷共 100分，
按照分值分为：≥80分（十分依从），60～80分（依
从），＜60分（不依从）。依从性=（十分依从+依从）/
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3.0 软件进行统计学
处理，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进行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等级资料进行秩和检
验。设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心理韧性、抑郁情绪、焦虑
情绪改善情况见表 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 CD-RISC 评分、SDS 评分及 SAS 评分比较/分

CD-RISC

SDS

SA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60.54±9.20

82.91±10.31*

62.09±5.51

39.80±4.16*

66.30±7.15

36.62±4.54*

对照组

58.38±7.13

65.47± 6.55

61.71±5.48

57.52±5.33

65.27±6.77

51.40±4.88

注：
*：
与对照组护理后比较，
P＜0.05。

由表 2 可见，护理前，两组患者 CD-RISC 评分、
SDS 评分及 SA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分
别 =1.82、0.48、1.03，P 均 ＞0.05）。 护 理 后 观 察 组
CD-RISC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SDS 评分及 SAS 评

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 分别=
14.04、19.75、18.36，
P 均＜0.05）。
2.2 两组患者依从性情况见表 3
由表 3 可见，观察组依从性明显高于对照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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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5.63，
P＜0.05）。
表3

两组患者依从性情况/例（%）

组别

n

观察组

97 63（64.95） 31（31.96） 3（ 3.09） 94（96.91）*

对照组

96 26（27.08） 49（51.04） 21（21.88） 75（78.13）

十分依从

依从

不依从

依从性

注：
*：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3

讨论
放化疗为肺癌治疗的主要手段之一，但因放化
疗治疗措施本身副作用，加之患者癌因性疲乏等原
因，患者心理负性情绪多，心理韧性低。Vahdaninia
等[9] 研究发现，疼痛、治疗周期、心理原因等都会导
致肿瘤患者发生抑郁、焦虑情绪；本次研究中两组
患者护理前 CD-RISC 评分均比较低，SAS 评分及
SDS 评分均高于正常水平，说明肺癌放化疗患者心
理韧性较低，
且抑郁、焦虑负性情绪较为严重。
本次研究针对肺癌放化疗患者采用个案管理
护理干预，结果显示患者护理后 CD-RISC 评分明显
高于采用常规护理的患者（P＜0.05），SAS 评分及
SDS 评 分 均 明 显 低 于 采 用 常 规 护 理 的 患 者（P＜
0.05），说明对肺癌放化疗患者患者采用个案管理护
理干预，能够提升患者心理韧性，改善抑郁、焦虑负
性情绪。这是因为个案管理护理干预措施是从生
理-心理-社会整体层面对患者进行护理的干预措
施，将整个护理干预过程分为 5个部分：评估、计划、
实施、评价、反馈，对患者综合情况进行评估有助于
制定出符合患者实际情况的个案管理护理措施，有
助于降低甚至消除患者负性情绪；而在计划制定中
采用标准化临床路径能够确保个案管理特别是院
内个案管理按照标准化流程运转，确保关键性医疗
护理措施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得到有序、有效开
展，让患者得到的照护质量稳定，从而提升患者心
理韧性；另外，标准化临床路径能够规范参与个案
管理的护理人员相关医疗护理行为，严格按照路径
内容开展相关操作，使护理干预措施标准、有效、合
理，从而确保医疗资源被最大化利用；最后标准化
临床路径的应用能够通过循环监测，便于及时发现
医疗护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原因分析能够有
效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个案管理护理干预措施持
续质量改进[10]。在持续治疗改进中患者依从性不断

被强化与提升，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依从性
高达 96.91%，明显高于对照组（78.13%），说明个案
管理护理干预能够提升肺癌患者放化疗及护理相
关依从性，良好的依从性能够确保放化疗效果及护
理措施的顺利开展，
从而改善患者治疗结局。
本次研究中因研究资源限制，未对个案管理护
理干预在肺癌放化疗患者中开展是否能改善患者
生存质量作出探究，后期可针对此方面进行补充性
研究，
丰富相关研究结果。
综上所述，个案管理护理干预在肺癌放化疗患
者中应用，能够有效提升患者心理韧性，降低焦虑、
抑郁负性情绪，
提升放化疗与护理依从性。
参考文献
1
2
3
4
5
6
7
8
9

孙中芳，樊艳 . 胸腔镜下行肺癌根治术患者的围术期临床

护理效果观察[J]. 国际护理学杂志，2018，37（13）：17291732.

王海红，王美珍，牟月燕 . 单操作孔胸腔镜下肺癌根治术

的护理研究[J]. 全科医学临床与教育，2016，14（3）：359360.

林慧洁，佘晓佳，魏化冰 . 基于个案管理的护理干预对肺

癌化疗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J]. 护理实践与研究，2019，
16（6）：
64-65.

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肺癌检验医学专家委员会 .

肺癌实验室诊断专家共识[J]. 山东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8，
56（10）：
9-17，
30.

周清华，范亚光，王颖，等 . 中国肺癌低剂量螺旋 CT 筛查

指南（2018 年版）[J]. 中国肺癌杂志，
2018，
21（2）：
67-75.

李东航，姚颐，耿庆 .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肺癌诊疗指南

（2018 版）更新解读[J]. 临床外科杂志，
2019，
27（1）：
36-39.

林思婷，罗梦娜，汪丹，等 . 心理韧性测量工具的研究现状

[J]. 解放军护理杂志，
2019，
36（4）：
54-57.

戴晓阳 . 常用心理评估量表手册[M].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

社，
2012.8：
13-19.

Vahdaninia M， Omidvari S， Montazeri A， et al. What

do predict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breast cancer pa⁃
tients：A follow-up study[J].Soc Psychiatry Psychiatr Epi⁃
demiol，2010，
45（3）：
355-361.

10 Mei J，Li J，Yu YQ，et al.Embracing case management

for computerization of care pathways[J].Stud Health Tech⁃
nol Inform，
2014，
205（5）：
3-7.

（收稿日期

2019-09-17）

（本文编辑

蔡华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