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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心理护理在晚期肺癌护理中的应用研究 

叱干文娟，郑毛毛，杜小宁 

咸阳市中心医院  陕西咸阳 

【摘要】目的 探究个性化心理护理在晚期肺癌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21.05——2022.05 期间至我

院就诊的晚期肺癌病人作为研究对象，共计 60 名均接受临床基础护理。按照入院时间先后顺序不同，将 2021.05
——2021.11 期间于科室开展常规护理干预的患者纳入常规组，共计 30 名；将 2021.12——2022.05 期间于科室开

展常规护理+个性化心理护理干预的患者纳入实验组，共计 30 名。比较两组护理满意评分、护理前后不良心理评

分（HAMA、HAMD）、疼痛有效控制率、护理前后症候群表现。结果 护理前，两组对比 HAMA 和 HAMD 评

分、症候群表现未见差异性，P＞0.05。护理后，相较常规组，实验组 HAMA、HAMD 评分、症候群表现更低，

P＜0.05。相较常规组，实验组护理满意评分、疼痛有效控制率更高，P＜0.05。结论 晚期肺癌患者的护理中应用

个性化心理护理有利于稳定其心理状态，建议普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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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ndividualiz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nursing of advanced lung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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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ersonaliz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the nursing of advanced lung 
cancer. Methods: a total of 60 patients with advanced lung cancer who came to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21 to may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all of whom received basic clinical care. According to the sequence of admission time, 
the patients who carried out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Department from May 2021 to November 2021 were 
included in the routine group, with a total of 30; The patients who carried out routine nursing + personaliz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Department from December 2021 to may 2022 were includ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a total of 30. The scores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the scores of bad psychology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HAMA, HAMD), the effective control rate of pain, and the symptom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before nursing,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HAMA and HAMD scores and syndrome 
performa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After nursing, compared with the routine group, the scores of HAMA 
and HAMD and the symptom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routine group,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score and effective pain control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personaliz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lung cancer is helpful to 
stabilize their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it is suggested to populariz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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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全称为原发性支气管肺癌，属于起源于器官、

支气管粘膜或腺体的最常见肺部原发性恶性肿瘤疾病，

临床将其以组织病理学不同可区分为小细胞癌和非小

细胞癌两类。晚期肺癌患病主要与环境、吸烟、肺部

感染等因素有关，男性患病者明显高于女性，虽然目

前我国对于肺癌疾病施以的诊断、治疗手段与日精进，

但肺癌早期患病者症状不明显因此确诊多为中晚期，

需要及时介入手术治疗延长患者生存时间。晚期肺癌

疾病将近连续十年占据我国恶性肿瘤死亡率、发病率

榜首，通常临床为延长患者有效生存期主张开展手术

治疗，而手术治疗下不可避免会对身躯造成损伤，术

后活动不便病患治疗负担重、心理压力大，不利于预

后康复[1-2]。据医学资料显示，晚期肺癌患者治疗期间

出现不良心理问题概率约为 15.5-21.5%，会威胁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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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后健康。而对此提出介入有效心理护理指导，帮助

患者调节身心状态，个性化心理护理是一项新型护理

模式，能起到稳定患者病情作用尤其对改善其心理状

态成效明显[3]。对此，本统计围绕个性化心理护理对晚

期肺癌病人影响进行分析，详情可见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晚期肺癌患者共计 60 例，参与 2021 年 5

月至 2022 年 5 月临床统计分析，患者入院顺序原则下，

先入院患者 30 例纳入常规组、后入院患者 30 例纳入

实验组，以观察护理工作中不同护理方案的应用建立

研究统计。所有患者符合临床治疗指征，患者、家属

知情同意统计目的，签署相关责任书、同意书。护士

长回收，回收率 100%，医护工作者在岗经验≥3 年，

有执业资格证书。 
书面资料：常规组男患 15 例、女患 15 例，年龄

范围 45 岁~71 岁[平均年龄 59.60±5.40 岁]；BMI 范围

18.5-24.0。实验组男患 17 例、女患 13 例，年龄范围

46 岁~72 岁[平均年龄 58.84±5.36 岁]；BMI 范围

18.5-24.0。2 组基本资料对比 P＞0.05 无意义，可带入。 
纳入标准：①患者符合晚期肺癌病理体征；②患者

精神状态尚佳可沟通；③患者无遗传性疾病；④患者生

命体征稳定，无常用药物使用禁忌症；⑤检测呼吸功能

正常。排除标准：①合并肝肾功能不全；②存在先天性

凝血功能障碍症；③合并心脑血管疾病、严重肺功能障

碍、智力障碍；④近 6 个月服用精神病药物史。 
1.2 方法 
常规组：常规护理干预。患者入院后，护理人员第

一时间了解患者病情，将其介绍给主治医生同时为其制

定个人病例档案。将其送入到对应病房、床位后，开始

对患者的病房做通风、清洁、消毒等基本工作，更换床

单被罩，使其入院接受常规治疗。然后评测晚期肺癌患

者的躯体疼痛情况，使用调查表得出疼痛分级并为其降

低疼痛，可采用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减少患者的疼痛注意

感知。若患者实在疼痛难忍可将其情况告知给医生，医

生通过基础判断后予以适量止痛药，缓解患者疼痛症状。

另外，需为患者制定饮食方案，根据其饮食习惯和有利

于病情恢复的营养调节制定食谱，保证患者机体健康，

同时针对性的调整不同时期的饮食方案。 
实验组：常规护理+个性化心理护理干预。首先构

建良好和谐的护患关系，在于患者进行沟通时要注意观

察对方的情绪状态，调整合适的和患者沟通的方式。在

患者对自身疾病的治愈非常不自信时及时给予鼓励，对

于基本治疗手段中病患所存疑惑及时解答，做到帮患者

排忧解难，利用心理学知识开展指导。认真倾听患者的

康复想法和内心倾诉，评估目前患者心理状态，制定对

应干预方案。语言要注意轻缓、柔和，以缓解患者因长

期对抗晚期肺癌疾病和身体素质较差情况下产生的紧

张和焦虑心理压力。让其树立起对抗疾病勇气，积极配

合临床治疗和护理，以求得满意治疗效果。其次讲解发

病机制和治疗关键作用。若发现不良反应，要及时配合

医护人员治疗等相关事项，解答难题，并消除治疗忧虑。

最后，与家属多沟通使其给予充分陪伴与关心，让其感

受温暖渴望生存，产生归属感，防止出现自我心理封闭。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护理满意评分、护理前后不良心理评分

（HAMA、HAMD）、疼痛有效控制率、护理前后症

候群表现。 
1.4 统计 
本次临床试验在 SPSS 23.0 系统中分析，数据指标

则以（ x s± ）、（n %）表示，使用 T 值、χ2 检验，

结果表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 
2 结果 
2.1 护理满意评分 
表 1 中，实验组中护理满意评分结果更高，对比 P

＜0.05。 
2.2 护理前后不良心理评分 
护理前：常规组 HAMA（25.19±1.05）分、HAMD

（25.04±1.10）分；实验组 HAMA（26.15±2.01）分、

HAMD（25.99±2.12）分。可见两组不良情绪评分无

差异，对比 T=2.319、2.179，P＞0.05。 

表 1  护理满意评分比较表（ x s± ，分） 

组别 例数 基础护理 安全管理 病区管理 工作态度 

常规组 30 70.66±4.15 69.15±4.18 74.15±3.93 80.44±3.69 

实验组 30 86.65±5.01 91.70±5.00 92.36±4.08 94.57±5.11 

T  13.462 18.952 17.607 12.279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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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后：常规组 HAMA（19.33±2.18）分、HAMD
（22.20±1.65）分；实验组 HAMA（12.08±1.93）分、

HAMD（12.15±1.32）分。可见实验组不良情绪评分

更低，对比 T=13.639、26.051，P＜0.05。 
2.3 疼痛有效控制率 
常规组：显效 10 例、有效 14 例、无效 6 例，总

有效率 80.00%。实验组：显效 16 例、有效 13 例、无

效 1 例，总有效率 96.67%。可见实验组疼痛有效控制

率更高，对比 χ2=4.043，P＜0.05。 
2.4 护理前后症候群表现 
护理前 
常规组：呼吸道异常（18.33±4.02）分、疲乏（22.02

±4.32）分、喘鸣胸闷（11.36±2.08）分、神经紧张（10.08
±1.66）分；实验组：呼吸道异常（18.02±4.11）分、

疲乏（21.98±4.28）分、喘鸣胸闷（11.42±2.10）分、

神经紧张（10.10±1.72）分。可见两组症候群表现无

差异，对比 T=0.295、0.036、0.111、0.046，P＞0.05。 
护理后 
常规组：呼吸道异常（16.34±6.24）分、疲乏（19.16

±6.77）分、喘鸣胸闷（9.55±5.20）分、神经紧张（5.71
±4.30）分；实验组：呼吸道异常（11.30±5.38）分、

疲乏（11.45±5.64）分、喘鸣胸闷（6.13±4.00）分、

神经紧张（3.19±2.09）分。可见实验组症候群表现更

低，对比 T=3.351、4.793、2.855、2.887，P＜0.05。 
3 讨论 
晚期肺癌属于累及支气管、器官、肺部的恶性肿瘤

疾病的一种，起于支气管粘膜上皮，病情发展恶化速度

较快是目前全球死亡病例最高的一类疾病，且患病人群

有逐渐年轻化改变。目前针对晚期肺癌疾病除介入临床

治疗外，为减轻患者躯体化疼痛性减轻呼吸困难，主张

在其临床护理中介入个性化心理护理干预。此类型护理

工作针对病患心理状态予以调节，基于基础护理工作开

展强化对患者治疗情绪的平复，减轻康复压力。以免不

良心理产生对病症治疗构成影响。个性化心理护理能帮

助护患关系更近，护士用职业素养感染患者并给予关心

和问候，让其感受到温暖从而树立生存意识[4-5]。在执

行护理操作时主动询问患者感受，调节患者的不良情绪，

积极鼓励患者接受医疗服务行为。全面贯彻“以患者为

中心”原则提供心理指导，从关注患者健康深化至关怀

患者生命，随着现代化医学背景改变，此类型护理已经

成为一线医务人员向病人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典范内容
[6]。个性化心理护理最初提出主张解决患者负性心理状

态影响减少服务医疗问题，逐渐优化后应用于晚期肺癌

的个体病例医疗护理实践性强，能够提高护理人员的工

作效果而备受青睐[7-8]。 
结果可见，护理前，两组 HAMA 和 HAMD 评分、

症候群表现对比 P＞0.05。护理后，实验组 HAMA、

HAMD 评分、症候群表现低于常规组；实验组护理满

意评分、疼痛有效控制率高于常规组，P＜0.05。 
综上所述，个性化心理护理在晚期肺癌护理中的

应用效果理想，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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