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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护理干预对放射性粒子联合胆道支架治疗
肝门部胆管癌患者并发症的影响效果分析
袁莎莎
【 摘要】

目的

对放射性粒子联合胆道支架治疗肝门部胆管癌患者实施人性化护理干预模式ꎬ通过

观察并发症情况ꎬ探索最佳护理措施ꎬ裨益临床ꎮ 方法

选择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２０１８ 年 ８ 月本院收治的 １００

例行放射性粒子联合胆道支架治疗肝门部胆管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ꎬ按照随机数表法将所有患者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两组ꎬ每组各 ５０ 例ꎮ 观察组予以人性化护理干预ꎬ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ꎮ 术后观察两组患
者并发症情况ꎬ以及护理前后不良情绪变化ꎮ 结果

观察组发生术后并发症 １０ 例( ２０.００％) ꎬ对照组发生

２２ 例(４４.００％) ꎬ观察组术后并发症降低明显ꎬ两组比较ꎬ差异具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护理前ꎬ两组患者
的不良情绪变化水平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 ꎻ护理后ꎬ与对照组比较ꎬ观察组的 ＳＡＳ 评分为
(４１.０５±５.６６) 分、ＳＤＳ 评分为(４２.０１±５.７６) 分ꎬ均降低明显ꎬ差异具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ꎮ 结论

人性化

护理干预可降低放射性粒子联合胆道支架治疗肝门部胆管癌患者并发症发生ꎬ改善患者的抑郁以及焦虑
不良情绪发生ꎮ
【 关键词】

肝门部胆管癌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

护理干预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人性化护理ꎻ

肝门部胆管癌属于常见恶性肿瘤之一ꎬ在胆管癌中发生

率约占 ６０％ ~ ７０％

[１]

介入治疗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９.１８.０４６

ꎬ其预后较差ꎬ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较大

的心理及经济负担ꎬ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更新ꎬ多种介入手段
的综合治疗已成为治疗本病的趋势ꎬ且已有研究证实:经皮肝
胆管引流及金属内支架置入术联合 ＣＴ 引导下 １２５Ｉ 放射性粒
子植入术治疗肝门部胆管癌ꎬ可明显延长患者的生存期

[２]

ꎬ

但是由于胆道处理较为复杂ꎬ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高ꎬ从而在

妇女ꎻ⑤病例资料不完整者ꎮ 观察组中男 ３２ 例ꎬ女 １８ 例ꎻ年
龄 ４５ ~ ７１ 岁ꎬ平均( ５９.２±３.６) 岁ꎻ病程 ８ ~ １７ 个月ꎬ平均( １１.

２±１.０) 个月ꎮ 对照组中男 ３０ 例ꎬ女 ２０ 例ꎻ年龄 ４７ ~ ７５ 岁ꎬ
平均( ５９.５±４.１) 岁ꎻ病程 ８ ~ １９ 个月ꎬ平均( １１.７± １.４) 个月ꎮ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ꎬ具有
可比性ꎮ

２.治疗措施:(１) 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措施ꎮ 主要包括

ꎮ 本科室护理人员在总结临床

术前对于患者行常规检查ꎬ主要包括血、尿、便常规、凝血功

放射性粒子联合胆道支架治疗肝门部胆管癌患者之中ꎬ通过

作ꎬ术后 ６ ｈ 禁饮食ꎬ而后饮食避免刺激性食物ꎬ以易消化的

一定程度上增加死亡风险

[３]

护理经验的基础上ꎬ查阅知网文献ꎬ将人性化护理干预应用于
观察其对并发症以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效果ꎬ探索最佳护理措
施ꎬ裨益临床实践ꎮ
一、资料与方法

能、肝肾功能、心电图等ꎮ 做好碘过敏试验ꎬ做好术前准备工
低脂流质饮食为主ꎬ２４ ｈ 后可进食高蛋白、高热量、高维生素
食物 [４] ꎮ 关注患者的腹部体征变化ꎬ记录大小便情况ꎬ尤其
是颜色变化ꎮ 同时ꎬ对于金属内支架置入术后常规护理主要

１.一般资料:选择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２０１８ 年 ８ 月本院收治的

为将引流管外口固定于皮肤ꎬ以防止引流管由于患者活动而

为研究对象ꎬ按照随机数表法将所有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洗引流管ꎬ２ 次 / ｄꎬ以预防胆道逆行性感染ꎬ根据引流液颜色ꎬ

１００ 例行放射性粒子联合胆道支架治疗肝门部胆管癌患者作

被拖出ꎮ 常规消毒后外接引流袋ꎬ术后 １ 周内以庆大霉素冲

组两组ꎬ每组各 ５０ 例ꎮ 纳入标准:( １) 年龄 １８ ~ ７５ 岁ꎻ( ２) 符

更换冲洗频率ꎬ若转为青黄色ꎬ１ 次 / ｄꎬ冲洗过程中记录引流

合“ 肝门部胆管癌” 诊断标准ꎬ且择期行放射性粒子联合胆道

液的颜色及性状变化情况ꎻ放射性粒子植入术后常规护理则

支架治疗者ꎮ 排除标准:( １) 有其他诸如心肺疾病及肺部感

多侧重患者的疼痛护理ꎬ根据情况遵医嘱予以止痛、镇静药

(或) 护理方案者ꎻ(３) 不符合手术指征者ꎻ( ４) 妊娠及哺乳期

松 ３ 天可有效减轻组织水肿ꎮ ( ２) 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

染者等严重躯体及精神疾患者ꎻ( ２) 患者及家属拒绝治疗和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０ 安徽蚌埠ꎬ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物ꎻ同时患者多出现肠道症状如腹胀、腹痛、腹泻ꎬ可予以米乐
上ꎬ予以人性化护理干预模式 [５￣６] ꎬ具体为:①术前心理干预:
由于患者罹患恶性肿瘤ꎬ对于疾病的治疗丧失信心ꎬ护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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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疾病知识、治疗措施以及既往治疗病例的讲解ꎬ以增强其

需要注意的是ꎬ注意穿刺处体征改变ꎬ定期消毒包扎ꎮ 对于放

治疗信心ꎬ同时增加其依从性ꎻ多与患者进行沟通ꎬ了解其情

射性粒子植入术后并发症护理则多集中在放射性肠炎、皮下

绪变化ꎬ对可能出现的恐惧、焦虑心理ꎬ针对性进行疏导ꎮ ②

血肿以及粒子迁移ꎬ对患者的并发症予以抗感染、营养等对症

术后并发症护理干预:首先对于护理人员、陪护家属应进行辐

治疗ꎬ并注意解释积血成因ꎬ以降低恐慌情绪发生ꎮ

针进行静脉输液ꎻ其次针对性的对于临床常见的并发症进行

出现并发症的情况ꎮ ( ２) 不良情绪发生情况:采用焦虑自评

射防护ꎬ均应与患者保持约 １ ｍ 以上距离给予下肢留置套管
护理干预ꎬ其中对于金属内支架置入术后并发症及护理主要
集中在菌血症或败血症、胆汁性腹膜炎、胆汁血症、胆汁瘤的
护理之中ꎬ一般予以物理降温ꎬ多饮水ꎬ若体温超过 ３９.５℃ 予
以退热剂及抗生素ꎻ胆汁性腹膜炎者则予以抗生素、镇痛、补
液等对症治疗ꎬ服药过程中国多与患者进行交流ꎬ 减轻患者
术后焦虑、恐惧情绪ꎬ及时了解患者病情变化ꎻ胆汁血症应用
止血剂后缓解ꎬ但考虑到患者可能因此而出现的恐慌情绪ꎬ多
向其解释原因ꎬ并密切关注胆汁颜色变化及引流量ꎻ胆汁瘤可
在 Ｂ 超引导下行胆汁瘤穿刺抽吸治疗并进行抗感染治疗ꎬ但
表１
组别
观察组( ｎ ＝ ５０)

菌血症或败血症

胆汁性腹膜炎

４

７

２

对照组( ｎ ＝ ５０)
Ｆ值

３.观察指标:(１) 并发症发生情况: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

量表( ＳＡＳ) 、抑郁自评量表( ＳＤＳ) [７] 观察两组患者护理干预
前后的抑郁、焦虑情绪变化ꎮ

４.统计学处理: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ꎬ
计数资料以[ ｎ( ％) ] 表示ꎬ进行 χ２ 检验ꎬ计量资料以均数±标
准差(
ｘ±ｓ)表示ꎬ进行 ｔ 检验ꎬＰ<０.０５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１.两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观察组发生术后并发症 １０

例(２０.００％) ꎬ对照组发生 ２２ 例(４４.００％) ꎬ观察组术后并发症
降低明显ꎬ两组比较ꎬ差异具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１ꎮ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ｎ( ％) ]

３

胆汁血症

胆汁瘤

放射性肠炎

皮下血肿

粒子迁移

１

２

３

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共计

１０(２０.００)
２２(４４.００)
５.２６７

<０.０５

Ｐ值

２.两组不良情绪变化水平比较:护理前ꎬ两组患者的不良

对照组发生 ２２ 例(４４.００％) ꎬ两组比较ꎬ观察组术后并发症降

对照组比较ꎬ观察组的 ＳＡＳ 评分为(４１.０５±５.６６) 分、ＳＤＳ 评分

不良情绪变化水平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ꎻ护理

情绪变化水平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ꎻ护理后ꎬ与
为(４２.０１±５. ７６) 分ꎬ均降低明显ꎬ差异具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

０５) ꎮ 见表 ２ꎮ
表２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ｎ ＝ ５０) ５０.７９±３.８２ ４１.０５±５.６６
对照组( ｎ ＝ ５０) ５０.８２±３.９４ ４６.３８±４.７２
ｔ值

Ｐ值

讨论

１.２１

>０.０５

４.３８

<０.０５

护理前

ＳＤＳ

护理后

５１.３５±３.８７ ４６.２８±５.９７
３.９８

>０.０５

<０.０５

肝门部胆管癌起病较为隐匿ꎬ多呈浸润性生长ꎬ与

肝门部血管存在密切关系ꎬ一旦发现多为晚期 ꎬ给治疗带
来较大影响ꎬ既往临床多以根治性手术为主 [２] ꎬ但是由于其
[１]

发病多与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及肝吸虫感染、肝胆管结石关
系密切ꎬ且胆管复杂ꎬ以至于虽可有效控制病情

[３]

ＳＤＳ 评分为(４２.０１±５.７６) 分ꎬ均降低明显ꎬ差异具统计学意义
道支架治疗肝门部胆管癌患者并发症发生ꎬ改善患者的抑郁

５１.２９±３.７６ ４２.０１±５.７６
０.９６

后ꎬ与对照组比较ꎬ观察 组 的 ＳＡＳ 评 分 为 ( ４１. ０５ ± ５. ６６) 分、
( Ｐ<０.０５) ꎮ 可见ꎬ人性化护理干预可降低放射性粒子联合胆

两组不良情绪变化水平比较( ｘ
±ｓꎬ分)
ＳＡＳ

低明显ꎬ差异具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ꎮ 护理前ꎬ两组患者的

ꎬ但术后并

发症较多ꎬ增加死亡风险ꎬ而介入治疗的引入ꎬ并不能完全降
低术后并发症ꎬ因此ꎬ在患者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护
理措施ꎬ人性化的护理方案在当今医学界显得尤为重要ꎮ
人性化护理干预模式是一种新型的护理理论与模式ꎬ以
患者为中心ꎬ尊重其隐私及生命价值ꎬ更加关注情绪及生活质
量ꎬ以给患者提供舒适化服务为宗旨ꎬ能有效满足现代医学护
理模式相关需求ꎬ利于和谐的医患、护患关系构建ꎬ进而体现
多元化服务价值 [８￣９] ꎮ 有鉴于此ꎬ本研究对放射性粒子联合

胆道支架治疗肝门部胆管癌患者实施人性化护理干预模式ꎬ
通过观察并发症及不良情绪变化情况ꎬ探索最佳护理措施ꎬ裨

益临床ꎮ 结果发现:观察组发生术后并发症 １０ 例( ２０.００％) ꎬ

以及焦虑不良情绪发生ꎬ但是由于研究时间及精力所限ꎬ对于
其情绪变化机制及影响因素尚未进行深入探讨ꎬ且研究结果
仍待验证性研究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参

考

文

献

赵帅ꎬ王许安ꎬ刘颖斌. 肝门胆管癌的外 科争议及围肝门切除
[ Ｊ] .肝胆胰外科杂志ꎬ２０１６ꎬ２８(４) :３４６￣３５０.
刘金龙ꎬ董家鸿.肝门胆管癌临床治疗进展[ Ｊ] .河北医学ꎬ２０１５ꎬ
２１(６) :１００５￣１００８.
陈茂松ꎬ韩少良ꎬ蔡耀庆ꎬ 等. 联合肝切除术治疗肝门部胆管癌
疗效的 Ｍｅｔａ 分析[ Ｊ] .山东医药ꎬ２０１６ꎬ５６(１３) :３８￣４０.
任资颖.人性化护理管理在临床护理工作中的应用与效果[ Ｊ] .
中国医药导报ꎬ２０１５ꎬ１２(７) :１５７￣１６０.
徐蕴芳ꎬ诸琳ꎬ万蓉. 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工作模式与传统常规
护理模式的对比分析 [ Ｊ] . 贵阳中医学院学 报ꎬ２０１４ꎬ３６ ( １) :
１４１￣１４３.
杜培花ꎬ赵文凤ꎬ胡祥梅. 人性化护理在急诊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 Ｊ] .检验医学与临床ꎬ２０１６ꎬ１３(１２) :１７２０￣１７２１.
郑磊磊ꎬ李惠春.常用焦虑及抑郁评估量表[ Ｊ] .中华全科医师杂
志ꎬ２０１６ꎬ１５(５) :３３４￣３３６.
孙亚利ꎬ姚英民ꎬ于良.肝门部胆管癌患者 １１２ 例根治性切除术
后的管理[ Ｊ] .陕西医学杂志ꎬ２０１６ꎬ４５(１０) :１４３８￣１４３９.
潘竞红ꎬ薛媛媛.肝门胆管癌根治联合肝动脉、门静脉血管重建
围手术期的舒适护理[ Ｊ] .天津护理ꎬ２０１５ꎬ２３(４) :３１０￣３１１.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３￣０１)

( 本文编辑:卜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