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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化护理在肺癌手术后置管患者的效果 

翟 娜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陕西西安 

【摘要】目的 探究分析精准化护理在肺癌手术后置管患者的效果。方法 选取于 2019 年 1 月到 2021
年 1 月到我院接受肺癌手术的患者共 100 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按照电脑盲选的方式，将 100 例肺癌患

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的护理模式进行干预，观察组采用精准化护理的护理模

式进行干预。对比分析对照组与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心理状况评分、疼痛程度评分。结果 经护理干预后，

对比分析对照组与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心理状况评分、疼痛程度评分，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其中（P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对肺癌手术患者应用精细化护理能有效提升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改善

其心理状况、疼痛程度，在临床应用中具有优良的效果，值得推广与应用。 
【关键词】精细化护理；肺癌；护理满意度；心理状况；疼痛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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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effect of precision care in catheterization patients after 
lung cancer surgery. Methods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undergoing lung cancer surgery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1 were selected.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computer blind selection, 100 lung cancer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he nursing mode of routine 
care for intervention,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ed the nursing mode of precision care for 
intervention.Nursing satisfaction, psychological status score, and pain degree scores of the control and observation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psychological 
status score and pain degree scor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refined nursing to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surger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mprove their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pain level, and has excellent 
results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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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肺癌是起源于肺部支气管黏膜或腺体的恶性肿

瘤，其具有高发病率、高死亡率的特点，对患者的

健康与生命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在手术之后，高

效的护理模式对于患者的恢复效果有着极为重要的

作用[1]。本文将选取于 2019 年 1 月到 2021 年 1 月

到我院接受肺癌手术的患者共 100 例，作为本次研

究对象，探究分析精准化护理在肺癌手术后置管患

者的效果，详细内容如下文所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于 2019 年 1 月到 2021 年 1 月到我院接受

肺癌手术的患者共 100 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按

照电脑盲选的方式，将 100 例肺癌患者随机分为对

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中：男性患者 26 例，女性患

者 24 例，年龄为：37-70 岁，平均年龄为：（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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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岁，共 50 例；观察组中：男性患者 20 例，

女性患者 30 例，年龄为：36-75 岁，平均年龄为：

（58.37±2.89）岁，共 50.对照组与观察组一般资料

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中（P＞0.05），具有

可比性。 
1.2 方法 
（1）对照组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的护理模式进行干预：遵

循医嘱，以及我院各项相关规定，予以患者日常的

常规护理。 
（2）观察组方法 
观察组采用精准化护理的护理模式进行干预 
①对护理成员以及护理团队进行改善：成立相

应的精准化护理小组，选取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担

任小组组长，参与护理前集中对小组内的人员进行

培训、完善护理措施，规范护理流程，深入优化小

组内成员的技术水平与综合素质，整体提升精细化

护理小组在护理过程中的护理质量。 
②对护理团队的护理计划进行优化：由精细化

护理小组组长以及组员，根据患者的实际身体情况，

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护理计划，计划中内容的补充与

修订由相关责任医师以及小组组长共同参与进行修

改，同时制定详细的应急计划，当护理过程中出现

突发情况时，确保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措

施。每日的护理流程以及内容严格按照计划所执行，

由相关责任医师以及小组长共同进行监督，确保计

划中的每项措施严格落实到位。同时明确精细化护

理小组中每位成员的具体职责，配合医师做好相关

工作。 
③环境改良方面：对患者病房内的环境进行适

当的改善，最大程度弱化医院内凝重的氛围，为患

者提供干净且安静的病房，每日对病房进行打扫与

消毒，调整病房内光线、温度、湿度，为患者营造

一个舒适温馨的恢复环境，保证患者充足的睡眠，

同时严格执行院内探视制度，控制外来因素对患者

的打扰。 
④术后健康知识宣教方式的改进方面：在术后

及时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健康知识以及各项注意事

项知识的宣教，宣教方式应区别于传统的口头宣教

模式，通过制作专业的小视频、PPT 等方式，对患

者及其家属进行肺癌术后知识、注意事项、禁忌事

项以及在术后整个护理流程的教育与宣传，确保能

将术后护理过程中出现意外情况的可能性降至最

低，确保患者在护理过程中的安全，同时提升患者

在整个护理过程中的配合度。 
⑤精准化的心理护理方面：由于患者长期经受

肺癌疾病的所带来的痛苦，以及术后身体的疼痛或

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其内心通常会出现：焦虑、

恐惧甚至是抑郁的负面心理因素，类似的心理因素

非常不利于患者术后的恢复，甚至可能产生应激反

应。因此，除了做好每日的护理工作之外，应同步

加强与患者以及其家属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对患者

进行适当的心理引导，鼓励其建立战胜病魔的信心，

告知其家属在日常生活中，多体谅患者，尽量满足

其要求，照顾好其情绪，转移其注意力协助医护人

员进一步消除其内心的负面情绪。医护人员在护理

过程中应以朋友的方式与患者相处，加强沟通与交

流，耐心听取其倾诉，成为一名合格的倾听者，随

时掌握其内心心理状况的变化，过程中注意语言、

语气等方面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开导患者，使用积

极性、鼓励性的话语对患者进行鼓励，使其感到温

馨，同时可以播放舒缓的音乐，进一步的帮助患者

消除内心焦虑、焦躁等负面情绪，减少因情绪引发

的应激反应，提高其在整个护理过程中的配合度。 
⑥术后精准化护理措施：术后对患者各项身体

指标进行严密的监测，并加以记录，及时予以其吸

氧处理，将病床角度抬高 30-45°，确保其术后的呼

吸顺畅；观察患者呼吸道情况，通过吸痰、雾化等

措施进行分泌物的清理工作；同时注意其胸腔引流

管的状态，应时刻保持畅通，防止引流管出现弯曲、

脱落、破损等情况，每半小时对引流管进行一次挤

压，避免引流管内液体倒流入胸腔，使其出现感染

的情况，在对患者进行移动的过程中，确保引流的

固定状态，避免出现摆动，同时引流管位置不宜设

置过高，在固定的时间内对引流管内的无菌液体进

行更换。 
⑦术后阵痛处理，在术后及时为患者进行阵痛

以及肺炎、肺不张等并发症的预防护理，在术后 3
小时之内，遵循医嘱及时使用镇痛泵。对患者四肢

进行适当按摩护理，由下至上，循环 5 次，待患者

具备运动能力时，对其进行相应的体位指导以及运

动指导，运动强度根据其实际身体情况出发，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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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序渐进的原则，最大程度的提升其恢复效果。 
⑧精细化的用药指导：遵循医嘱，每日对患者

发放药物。同时制作相应的药物小卡片，将每种药

物的用法用量、注意事项、禁忌事项、用药后的不

良反应等内容书写于卡片之上，避免其在服药过程

中出现用法用量错误等情况。 
⑨精准化的饮食指导：待患者肠道功能恢复正

常后，对其进行相应的饮食指导：鼓励其健康饮食，

减少辛辣、生冷、刺激性强等类型食物的摄入，如

油炸类等类型食物，可适当摄入富含蛋白质、维生

素的食物，注意营养结构的搭配，通过食物加强患

者体质、减少因食物而产生的刺激。 
1.3 观察指标 
经护理干预后，对比分析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

的护理满意度、心理状况评分、疼痛程度评分，其

中其中护理满意度包括：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

三个评价标准，护理满意度=（满意例数+基本满意

例数）/总例数×100%；心理状况评分包括：SAS
评分、SDS 评分，评分越高，心理状况越差；疼痛

层度评分为：术后 48 小时疼痛评分，评分越高，疼

痛越强。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17.0 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

较采用 t 检验，并以（ sx ± ）表示，率计数资料采

用χ2 检验，并以率（%）表示，P<0.05）为差异显

著，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照组与观察组护理满意度 
经护理干预后，对比分析对照组与观察组的护

理满意度，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其中（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详情如下所示： 

对照组中：满意例数为：20 例，占（40%）；

基本满意例数为：18 例，占（36%）；不满意例数

为：12 例，占（24%）。护理满意度为：76%。 
观察组中：满意例数为：25 例，占（50%）；

基本满意例数为:21 例，占（42%）；不满意例数为：

4 例，占（8%）。护理满意度为：92%。其中 χ2=4.762，
P=0.029。 

2.2 对照组与观察组疼痛状况评分 
经护理干预后，对比分析对照组与观察组的疼

痛状况评分，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其中（P＜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详情如下所示： 
对照组术后 48 小时疼痛状况评分为：（5.87±

2.03）分；观察组术后 48 小时疼痛状况评分为：（3.99
±1.87）分；其中 t=4.817，P=0.001。 

2.3 对照组与观察组心理状况评分 
经护理干预后，对比分析对照组与观察组的心

理状况评分，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其中（P＜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详情如下所示： 

对照组 SAS 评分为：（14.08±1.05）分；观察

组 SAS 评分为：（10.33±0.50）分，其中 t=22.801，
P=0.001。 

对照组 SDS 评分为：（14.84±1.61）分；观察

组 SDS 评分为：（10.71±1.00）分，其中 t=15.409，
P=0.001。 

3 讨论 
吸烟、职业与环境因素、电离辐射、肺部慢性

感染、遗传因素、大气污染等都是造成肺癌的因素，

吸烟是属于高危因素，烟草中含有大量的化学物质，

如亚硝胺、尼古丁等都具有很强的致癌性，其会通

过多种机制进一步损伤支气管上皮细胞，使得癌基

因（Ras）等激活、抑癌基因（如 P53、FHIT 等）

失活，进而引起细胞的转化，最终癌变[2-3]。 
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患者采用精准化的护理

模式进行干预，通过组建精准化护理小组，对护理

小组的护理计划进行优化，从环境、术后知识宣教、

心理、饮食、日常精准化护理等方面入手，有效提

升了患者的恢复效果以及整个护理过程中的配合度

与安全性。相比于对照组的常规护理模式，观察组

在护理满意度、心理状况评分、疼痛程度评分方面，

均优于对照组，其中（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综上所述，对肺癌手术患者应用精细化护理能

有效提升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改善其心理状况、疼

痛程度，在临床应用中具有优良的效果，值得推广

与应用，本文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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