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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辨证施护在肺癌化疗患者临床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陈倩倩

张品

【 摘要】

目的

探讨中医辨证施护在肺癌化疗患者临床护理中的作用ꎮ 方法

选择 ２０１８ 年 １—１２

月本院收治的 ６０ 例肺癌化疗患者作为研究对象ꎬ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ꎬ每组各 ３０ 例ꎮ 对照组患
者给予常规护理ꎬ实验组患者应用中医辨证施护ꎬ观察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后的生活质量、中医症候积分差
异ꎮ 结果

护理后实验组认知功能(９１.９５±２.５７) 分、社会功能(９２.５３±２.１９) 分、躯体功能(８９.５２±３.５３) 分、

情绪功能(９２.０４±３.５９) 分、角色功能(９０.５２±４.２５) 分较对照组均明显提高( Ｐ<０.０５) ꎻ实验组中医症候积分
(１９.９５±２.６９) 分ꎬ明显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ꎮ 结论

针对肺癌化疗患者应用中医辨证施护可显著提高生

活质量ꎬ改善中医症候积分ꎬ值得推广应用ꎮ
【 关键词】

中医辨证施护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５

肺癌ꎻ

化疗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临床护理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９.１８.０５６

空气污染加剧等因素导致肺癌发病率呈现增加趋势ꎬ文
献报道

[１]

ꎬ肺癌为我国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ꎬ严重威胁患

者生命安全ꎬ该病恶化快、隐匿性强ꎬ患者在发现时可能已经

物ꎻ推荐食疗:玉竹、沙参各 ５０ ｇꎬ老鸭 １ 只ꎬ适量调料ꎬ玉竹、
沙参切碎和老鸭调料一起闷熟ꎮ (２) 脾胃虚弱证:补中益气、
健脾和中ꎮ 病房温暖向阳ꎬ增添衣物ꎬ避免受寒ꎻ腹泻患者食

为肺癌晚期ꎬ这类患者不能应用外科根治术治疗ꎬ同时在化疗

用薏苡仁粥ꎬ具有健脾益气功效ꎬ禁食肥甘凉性食物ꎬ避免脾

过程中可产生毒副作用ꎮ 化疗药物对癌细胞识别性差ꎬ在杀

胃损伤ꎻ饮食应以易消化、细软为主ꎬ保证营养丰富ꎬ多食用羊

灭癌细胞的同时ꎬ对正常细胞产生毒害ꎬ引起患者疼痛、呕吐、

肉、红枣、桂圆、鸡蛋、牛奶等健胃食物ꎬ姜和花椒属温热之性ꎬ

脱发等ꎬ患者的机体器官受到损害 [２] ꎮ 肺癌在中医属本虚标

用于调味料具有温运脾阳功效ꎻ中药汤剂饭后服用ꎬ服用中药

实ꎬ治疗强调辨证论治ꎬ辩证分型治疗为肺癌治疗中具有明显

后应适量活动ꎬ促进脾胃运化ꎬ观察患者服药后的排便次数ꎬ

案ꎬ现报道如下ꎮ

用为宜ꎬ此类患者精神疲乏ꎬ应提高患者积极性ꎬ积极配合治

优势 [３] ꎮ 本研究通过对 ６０ 例肺癌化疗患者分组ꎬ讨论护理方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临床资料:选择 ２０１８ 年 １—１２ 月本院收治的 ６０ 例肺癌

化疗患者作为研究对象ꎬ按照数字法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
组两组ꎬ每组各 ３０ 例ꎮ 实验组中男 １７ 例ꎬ女 １３ 例ꎬ年龄 ２７ ~

７４ 岁ꎬ平均(４９.６７±４.１９) 岁ꎬ平均病程(１.０７±０.５１) 年ꎬ病理分

型为:鳞癌 １４ 例ꎬ腺癌 １０ 例ꎬ小细胞癌 ６ 例ꎻ对照组中男 １６
例ꎬ女 １４ 例ꎬ年龄 ２６ ~ ７６ 岁ꎬ平均( ５０.０２±５.２５) 岁ꎬ平均病程

对胃纳差患者ꎬ中药浓煎ꎬ少量多次服用ꎬ饭前或饭后 １ ｈ 服

疗ꎮ (３) 肝肾阴虚证:滋补肾阴ꎬ养血疏肝ꎮ 病房还清凉爽、
舒适ꎬ食用清凉多津食物ꎬ生地粳米粥ꎬ清热养阴生津ꎬ枸杞百
合粥ꎬ枸杞、百合各 ３０ ｇꎬ粳米 ２００ ｇꎬ冰糖适量ꎬ每次 １ 碗ꎮ 腹
胀严重患者可应用肛管排气ꎬ热服松节油ꎬ大便干结患者可遵
医嘱服用缓泻剂ꎬ每日晨起按摩足三里、脾腧、大肠腧、关元、
气海穴位ꎬ养成良好排便习惯ꎮ

３.观察指标:(１) 护理 ３ 周后应用 ＥＯＲＴＣＱＬＱ－Ｃ３０ 评价

(１.０３±０.５７) 年ꎬ病理分型为:鳞癌 １５ 例ꎬ腺癌 １０ 例ꎬ小细胞

患者生活质量ꎬ指标包括:认知功能、社会功能、躯体功能、情

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ꎬ经临床诊断符合肺癌诊断标准ꎬ所有患

者生活质量越好 [１０] ꎮ ( ２) 参考 «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

癌 ５ 例ꎮ 纳入标准:患者均自愿参与签署知情同意书ꎬ经本院

者均应用相同化疗方案治疗ꎬ临床表现包括:咳嗽、气急、胸

闷、声音嘶哑、咯血等 [４] ꎮ 排除标准:有智力障碍、意识障碍、

绪功能、角色功能ꎬ每项评分满分为 １００ 分ꎬ得分越高表示患
则» 由临床经验丰富的主治医师评价肺癌患者中医症状评
分ꎬ主证包括:咳嗽、喘息、咯痰ꎬ次证包括:多汗、活动后气促、

精神系统疾病、严重肝肾功能障碍等ꎮ 两组患者的上述资料

面黄无华、大便偏干、纳少、脉细、舌质偏红、苔少、苔薄白ꎮ 按

２.方法: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ꎬ健康教育、饮食护理、生活

评分依次为 ０ 分、１ 分、２ 分、３ 分ꎬ满分为 ４５ 分ꎬ得分越高表示

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ꎬ具有可比性ꎮ

护理、心理护理、观察病情等ꎮ 实验组加用中医辨证施护ꎬ主
要包括 [６￣９] :(１) 气阴两虚证:清肺解毒ꎬ益气养阴ꎮ 保持室内
温湿度适宜ꎬ避免过多出汗损伤津液ꎬ胸闷患者取半卧位ꎬ饮
用梨汁和陈皮汁祛痰、平喘ꎮ 温灸ꎬ穴位取中极、肺俞、气海、
肾俞、关元ꎬ补肾纳气ꎬ每日 １ 次ꎬ每次 １５ ~ ３０ ｍｉｎꎮ 饮食清

淡ꎬ营养丰富ꎬ中药宜温ꎬ应用补中益肺ꎬ忌食用辛辣肥腻食
作者单位:４５００００ 河南省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内科

照症状从轻至重ꎬ主证评分依次为 ０ 分、３ 分、６ 分、９ 分ꎬ次证
中医症候越差 [１１￣１２] ꎮ

４.统计学处理:数据资料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统计学软件进行

分析ꎬ计量资料应用( ｘ
±ｓ) 表示ꎬ进行 ｔ 检验ꎬ以 Ｐ< ０.０５ 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１.两组生活质量的比较:实验组认知功能、社会功能、躯

体功能、情绪功能、角色功能较对照组均明显提高( Ｐ<０.０５) ꎬ
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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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生活质量的比较( ｘ
±ｓꎬ分)

表１
组别
实验组( ｎ ＝ ３０)
对照组( ｎ ＝ ３０)
ｔ值

认知功能

社会功能

８９.５２±３.５３

９２.０４±３.５９

１５.８８９

２０.８７５

１７.０２４

１２.５３１

８２.３４±２.０９

８２.０１±１.６８
<０.０５

２.两组中医症候积分的比较:护理前两组中医症候积分

显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２ꎮ
组别

两组中医症候积分的比较( ｘ
±ｓꎬ分)

实验组( ｎ ＝ ３０)
对照组( ｎ ＝ ３０)
ｔ值

Ｐ值

讨论

情绪功能

９２.５３±２.１９

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ꎻ护理后实验组中医症候积分明
表２

躯体功能

９１.９５±２.５７
<０.０５

Ｐ值

 ２３７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８

护理前

４４.７９±１.４９
４４.６１±１.５７
０.４５５

>０.０５

护理后

１９.９５±２.６９
３６.７３±３.７６
１９.８７９

<０.０５

肺癌发病率占恶性肿瘤的首位ꎬ发病同抽烟、电离

辐射、环境因素、大气污染、遗传因素相关ꎮ 西医多应用手术、
化疗方案治疗ꎬ化疗对患者机体损害大ꎬ具有明显毒副作用ꎬ
可抑制骨髓造血系统ꎬ可损害机体器官ꎬ同时产生失眠、恶心
呕吐、肠胃不适等 [１３] ꎮ 有学者指出:三分治疗ꎬ七分护理ꎬ肺
癌化疗患者的护理具有重要意义ꎬ在化疗过程中加强护理可
减轻毒副作用ꎬ提高患者生活质量ꎬ同时缓解不良情绪ꎬ传统
护理方式可取得一定护理效果但在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上有明
显不足ꎮ
肺癌在中医属肺积、息贲范畴ꎬ是气滞血瘀、邪毒入侵、正
虚邪实引发疾病ꎮ 辩证施护为中医特有护理方案ꎬ起源于中
医辨证论治和中医整体理念ꎬ辨证基础上结合患者实际病情
采取针对性护理ꎮ 中医认为化疗药为有毒之品ꎬ化疗药同中
药“ 四气五味” 极为相似ꎬ具有强烈杀伐功效ꎬ可损伤先天之
精ꎬ后天之气ꎬ引起气血双亏ꎬ化疗治疗肺癌产生以毒攻毒的
功效ꎬ但同时损伤脏腑、津液、气血、精神、阴阳等ꎬ结合发病机
制、临床症候ꎬ肺癌化疗患者分为:气阴两虚、脾胃虚弱、肝肾
阴虚ꎬ在临床护理过程中不能采用相同护理方案ꎬ应结合不同

７４.６９±３.２１
<０.０５

９.５４１

<０.０５

<０.０５

护可提高患者生活质量ꎬ降低中医证候积分ꎬ值得推广应用ꎮ
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病能力ꎮ

[１５]

症状和证型给予饮食护理、情志护理、针灸护理ꎬ提高机体抗

分显著下降( Ｐ < ０. ０５) ꎮ 邵金星研究证实 [１５] ꎬ中医辨证施护

８０.４６±３.９１

究报道基本一致ꎮ 综上所述ꎬ肺癌化疗患者应用中医辨证施

[１４]

情绪功能、角色功能同对照比较明显提高ꎬ护理后中医证候积

８２.１１±２.４５

可提高患者生活质量ꎬ减轻患者痛苦ꎬ降低毒副作用ꎬ同本研

证型采用中医辨证护理 [１４] ꎮ 中医辨证施护可结合患者临床

本研究显示ꎬ实验组患者认知功能、社会功能、躯体功能、

角色功能

９０.５２±４.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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