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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对于恶性肿瘤患者化疗期间的生活质量状况进行分析

评估。

方法：选择 EORTC QLQ - C30 V3 .0 中文版 对于 2019 年 1 月

到 2019 年 8 月的 80 例肿瘤化疗期患者进行生活质量的评估测定。

结果：恶性肿瘤患者化疗期间的生活质量发生了明显的降     
低，患者普遍存在者疲惫和疼痛、失眠以及呼吸困难等症状。并

且恶性肿瘤患者在化疗期间，其中的躯体功能、情绪状态、角色

功能、认知功能等处于良好状态，但是部分患者的总体健康状态

和社会功能出现了严重的受损。

结论：经济困难、疲乏、恶心呕吐、疼痛、食欲减退和失眠

是患者面临较普遍的问题，并且患者的总体健康状况以及社会功

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受损，并且恶性肿瘤患者的普遍存在着疲乏

和疼痛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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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EORTC  QLQ-C30  V3 .0  Chinese  version  was 
selected. Eighty patients with cancer chemotherapy from January 
2019 to August 2019 were evaluated for quality of life. 

results: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tumor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during chemotherapy. Patients with 
symptoms such as fatigue and pain, insomnia, and dyspnea 
were common. In addition, during chemotherapy, the physical 
function, emotional state, role function, and cognitive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tumors are in good condition, but the 
general health and social functions of some patients have been 
seriously impaired. 

conclusion:   Financial   difficulties,   fatigue,   nausea   and 
vomiting, pain, loss of appetite, and insomnia are more common 
problems faced by patients, and patients' general health and 
social functions have been impaired to varying degrees, and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tumors generally have fatigue And pain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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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在当前已经成为导致我国居民死

亡的第一死因，而化疗则是延长和挽救患者生命

最为有效的一种方式。近几年以来，对于该项领

域的研究和治疗重点已经不仅只是延长患者的生

存期，还开始对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了研

究 [1-2]。所以，本研究对于本院的 80 例恶性肿

瘤患者在化疗期间的生活质量状况进行评估与分

析，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自 2019 年 1 月到 2019 年 8 月本院的

80 例肿瘤化疗期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年龄≥ 16 岁、患者对于本次研究知情，并签署知

情同意书、患者正在接受化疗、病理学证实患者

为恶性肿瘤。80 例患者中，男性 39 例，女性 41
例，年龄最小为 42 岁，最大为 78 岁，平均年龄

为（60.12±1.9）岁 [3]。

1.2 方法

对于恶性肿瘤患者化疗期间的生活质量评估

采用 ( EO RTC) QLQ-C30 3. 0 生活质量问卷中文

版进行分析调查，该量表反应度、信度以及效度

都较为良好，适合应用于被此研究。该表中共有

30 个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可以反映出患者的生

活质量，同时还可以反映出患者的疲劳、呼吸困

难、食欲减退、失眠、腹泻、经济困难等症状。

对于所有患者发放评估调查表，根据 ( EO RTC) 
QLQ-C30 3. 0 生活质量评分手册计算各项功能评

分和症状评分，其中，功能性评分、标准分以及

患者的总体健康状态分数越高，意味着患者状态

越好。将患者的各项评分能够分成五个等级，分

为非常好、好、中等、差以及非常差。而症状评

分的分值越高表示患者的症状越严重，将其分为

重度、中度以及轻度三个等级 [4-5]。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类分析处理数据

信息，采用 %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P
＜ 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的健康状况和功能状况评分

80 例恶性肿瘤患者中，其角色功能、认知功

能、情绪状态、躯体功能等状态，大部分患者比

较良好，而认知功能所受到疾病的影响较轻，80
例患者中，共有 87.5% 的患者在非常好于好的状

态。而社会功能以及总体健康所受到的疾病的影

响较大。

表 1 患者总体健康状况和功能状况评分以及分级（n，%）

评价指标 评分（中位数） 非常差 差 中等 好 非常好

总体健康 50 17（21.25） 15（18.75） 24（30） 24（30） 4（5）

角色功能 66.50 7（8.75） 8（10） 27（33.75） 27（33.75） 18（22.5）

情绪状态 80 0（0） 5（6.25） 20（25） 20（25） 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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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患者症状评分和分级

   根据各项躯体症状来说，全部患者均存在着一

定程度上的疲惫。而恶心呕吐症状患者大部分为

轻度，其中大约有 10% 的患者出现了严重的财

政问题。而便秘与腹泻症状，患者大部分为轻度

和中度，无出现重度。

3. 讨论

恶性肿瘤患者在患病之后，将会严重的影响

到生活质量 [6]。现如今的医学模式已经从传统的

生物模式逐渐地向着生物 - 心理 - 社会模式发展 ,
而随着医学模式发展的背景下，对于患者的心理

方面的治疗也提出了更高的重视，以此来达到延

长患者生命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最终目的 [7]。
以往的对于恶性肿瘤疾病的治疗，其重点大部分

放在了延长患者声明方面，并没有足够重视生活

质量，而现在对于恶性肿瘤患者在化疗期间对于

生活质量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被人们广泛重视 [8]。

化疗将会导致患者出现不同程度上的食欲不

振、疲劳、恶心呕吐、贫血以及白细胞下降等反

应，同时随着这些症状的出现，将会导致患者存

在紧张、恐惧等负性心理情绪 [9]，对于患者的

心理以及生理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0]，因此，

实施合理化疗对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十分的重

要。因为上述的临床症状是患者的主观感觉，所

以，患者的心理情况是影响生活质量的关键 [11]。
经过研究发现，心理干预应用在恶性肿瘤患者化

疗期间能够有效地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使患者

可以知情疾病的相关知识，并告知患者治疗过程

评价指标 评分（中位数） 非常差 差 中等 好 非常好

躯体功能 79.11 4（5） 8（10） 25（31.25） 25（31.25） 27（33.75）

社会功能 66.57 10（12.5） 15（18.75） 18（22.5） 18（22.5） 21（26.25）

认知功能 83.23 2（2.5） 3（3.75） 20（25） 20（25） 50（62.5）

表 1 cont.

表 2    80 例患者的症状评分和分级（n，%）

评价指标 评分（中位数） 轻度 中度 重度

恶心呕吐 0 70（87.5） 9（11.25） 1（1.25）

疼痛 16.67 52（65） 24（30） 4（5）

疲乏 33.33 20（25） 57（71.25） 3（3.75）

呼吸困难 0 50（62.5） 30（37.5） 0（0）

失眠 33.33 31（38.75） 45（56.25） 4（5）

财政困难 33.33 20(25) 52（65） 8(10)

腹泻 0 50（62.5） 30（37.5） 0（0）

便秘 0 41（51.25） 39（48.75） 0（0）

缺乏食欲 33.33 38（47.5） 40（50）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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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器官功能的改变，并对患者详细的讲解所存在

的误区，减少患者不必要的担心 [12]。经过研究

表明，心理干预对于恶性肿瘤患者可以起到良好

的作用，能够改善患者的社会活动，从而使患者

的生活质量得到明显的改善 [13-15]。

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恶性肿瘤患者化疗期

间的生活质量发生了明显的降低，患者普遍存在

者疲惫和疼痛、失眠以及呼吸困难等症状，这无

疑对于患者的正常生理功能产生了干扰 [12]。但

是，截止到现在，引起患者疲乏的确切生理和病

例学机制还尚未明确。癌症相关性疲乏被定义为

一种持续性的主观疲乏感 [16-18]。

综上所述，在当前对于肿瘤患者在化疗期

间的生活质量方面的研究较少，希望今后能够进

一步的了解改善恶性肿瘤患者生活质量的有效措

施，为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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