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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对晚期肺癌患者疼痛的缓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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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循证护理对晚期肺癌患者疼痛的缓解作用。方法 选取我院收治的 72 例晚期肺癌患

者，时间为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8 月，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各 36 例。观察组应用循证护理管理，对照组

常规护理。比较分析护理满意度、生活质量、疼痛程度评分等。结果 护理前两组的疼痛程度评分差异不显

著，但是在护理后观察组低于对照组，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护理满意度 34
例（94.44%）高于对照组 27 例（75.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针对晚期肺癌患者，采

用循证护理管理措施，可降低临床上疼痛程度，改善患者的不良负性心理情绪，提升护理满意度，安全有

效，加快患者康复速度，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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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based nursing for pain relief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lung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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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on pain relief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lung cancer. Methods: 72 patients with advanced lung cancer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from 
August 2019 to August 2020,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36 cases each. 
Evidence-based nursing management was us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routine nursing in the control group.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quality of life, pain degree score, etc.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ain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nursing, but after nursing,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34 cases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94.44%) )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27 cases (75.00%),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For patients with 
advanced lung cancer, the use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management measures can reduce clinical pain, improve 
patients’ negative negative psychology,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be safe and effective, speed up patient 
recovery, and improv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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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临床工作中，晚期非小细胞肺癌

(NSCLC)是常见重症疾病，具有较高的病死率[1]。化

疗是临床上主要的治疗方式，尽可能减少患者恶性

肿瘤转移，控制其生长速度、扩散范围极其重要，

但是这种方式在杀灭肿瘤细胞时，因其自身的周期

较长，会损害到患者正常细胞[2]。在实施初次化疗

之后，超 90%的患者均会有并发症的出现，其中最

多见的就是胃肠道并发症，严重影响到患重病的生

活质量和疾病预后[3]。基于此，怎样有效控制患者

疼痛、降低化疗后并发症发生率等均成为临床护理

的关键。此次研究通过对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8
月我院收治 72 例晚期肺癌患者，采用循证护理管理

措施，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72 例晚期肺癌患者，时间为 2019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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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0 年 8 月，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各 36 例。观

察组应用循证护理管理，对照组常规护理。比较分

析护理满意度、生活质量、疼痛程度评分等。患者

均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

标准：排除标准：患有精神疾患者；妊娠期或哺乳

期妇女；心、肺、肾功能不足；不同意此次观察者。

纳入标准：符合晚期肺癌诊断标准；既往无精神病

史者；研究对象依从性良好，具备理解和沟通能力；

基本资料完整。其中观察组年龄（45～75）岁，平

均（55.2±2.1）岁，男 20 例，女 16 例；对照组年

龄（46～74）岁，平均（55.8±2.3）岁，男 25 例，

女 11 例。对比一般资料，无统计学差异。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常规护理。遵医嘱对患者实施治疗，同时加强

入院宣教，密切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等情况。 
1.2.2 观察组 
应用循证护理管理。（1）护理人员针对长期卧

床者，应当积极预防压疮的出现，协助其翻身；（2）
积极了解患者的想法，积极交流沟通，鼓励并帮助

患者建立对抗疾病信心，减少疾病带来的焦虑、抑

郁、烦躁和紧张等不良心理，叮嘱家属给予更多的

陪伴；（3）对发生的潜在风险积极提出预防措施；

（4）会有强烈的痛感出现在患者的疾病治疗中，因

此护理人员应当致力于对其使用镇痛药，按照医嘱

缓解，还可选择看一些搞笑的娱乐节目、听一些欢

快的音乐等方式散患者对疼痛的注意力；（5）护理

人员应当按照患者的情况，查阅相关资料，准确评

价患者病情后提出相应的护理措施；（6）在患者入

院时，了解其自身感受，评估患者的病情，普及肺

癌的治疗方式、注意事项、相关知识等，掌握基本

资料，促使患者一定程度上了解疾病。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住院时间、费用、临床疗效、持续正

压通气等情况。护理满意度评分[4]：总满意度=（一

般满意+非常满意）/总例数*100%，其中非常满意：

80～100 分，一般满意：60～79 分，不满意：0～
59 分，满分 100 分，共 10 个小项。选择 WHOQOL
－BREF 评分量表，当生活质量越好，评分就越高，

划分为共 5 个领域，共 26 个项目，社会、躯体、环

境、心理、综合[5]。 
1.4 统计学处理 
临床上选取 SPSS1823.0 软件，用（ X ±s）表

示计量资料，t 检验；χ2 检验，率为计数资料，P<0.05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疼痛程度比较 
护理前两组的疼痛程度评分差异不显著，但是

护理后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疼痛程度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36 8.42±1.37 3.88±0.53 

对照组 36 8.35±1.31 5.23±1.13 

t  0.2216 6.4898 

P  0.8246 0.0000 

2.2 两组生活质量比较 
观察组各项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

见表 2。 
2.3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 34 例（94.44%）高于对照组

27 例（75.00%）（P＜0.05），见表 3。 
3 讨论 
早期时肺癌患者的症状并不显著，所以造成在

就诊时已经发展为晚期，实施临终关怀期的家庭护

理极其重要，增加患者的生命宽度，体会和家属间

的温暖。所以对肺癌患者实施循证护理干预的措施，

给予高维生素、易消化、高蛋白的饮食，常按摩和 

表 2  两组生活质量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社会 躯体 环境 心理 综合 

观察组 36 25.97±5.45 23.18±5.36 23.38±5.17 23.39±5.35 26.49±5.61 

对照组 36 18.01±5.31 17.61±5.21 17.21±5.12 17.22±5.21 18.61±5.52 

t  5.4586 4.4274 5.0977 4.8934 5.9381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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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不满意 一般满意 非常满意 总满意率（%） 

观察组 36 2（5.56） 20（55.56） 14（38.89） 34（94.44） 

对照组 36 9（25.00） 19（52.78） 8（22.22） 27（75.00） 

X2     5.2578 

P     0.0218 

 
翻身，积极预防褥疮，帮助患者适量参加户外活动，

增加全身舒适度[6]。此次研究中，护理前两组的疼

痛程度评分差异不显著，但是在护理后观察组低于

对照组；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观察组

护理满意度 34 例（94.44%）高于对照组 27 例

（75.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针对晚期肺癌患者，采用循证护理

管理措施，可降低临床上疼痛程度，改善患者的不

良负性心理情绪，提升护理满意度，安全有效，改

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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