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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志干预联合家属参与式护理干预对非小细胞
肺癌靶向治疗患者自我效能及生存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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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苗红

施雪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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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究针对非小细胞肺癌靶向治疗患者实施情志干预联合家属参与式护理干预对其自我效能及生存

质量的疗效及其重要影响遥 方法 择取 2019 年 1要12 月期间例于我院接诊治疗的非小细胞肺癌靶向治疗的患

者 98 例袁依照护理方式的差异完成对照组渊常规护理干预袁n=49冤与观察组渊情志干预联合家属参与式护理干预袁
n=49冤的随机分组袁就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指标尧负面情绪指标尧自我效能指标尧不良反应发生率及护理满意率展

开全面分析遥 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负面情绪指标尧不良反应发生率远低于护理前及对照组渊P约0.05冤曰观察组患者
的生活质量指标尧自我效能指标及护理满意率同比对照组优势更为明显渊P约0.05冤袁呈现的所有数据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遥 结论 针对非小细胞癌靶向治疗患者实施情志干预联合家属参与式护理袁 患者的负面情绪及自我效
能明显改善袁不良反应的发生几率明显降低袁生活质量大幅度提升的同时医院护理服务的水准亦得到明显提高袁
值得临床借鉴并大力推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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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icacy and influence of emotional intervention combined with family-based par鄄

ticipatory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self-efficacy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Methods A total of 98 patients with NSCLC who received targeted therapy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De鄄

c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袁an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n=49袁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n=49袁emotional intervention combined with family-based participatory nursing inter鄄

vention)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of nursing methods.The quality of life袁negative emotion袁self-efficacy袁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AR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Results The nega鄄

tive emotion and the incidence of AR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much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nursing and the

control group (P约0.05).The quality of life袁self-efficacy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rate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袁and the differences of all data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约0.05). Con鄄

clusion Emotional intervention combined with family-based participatory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significantly relieve

the negative emotion袁improve the self-efficacy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Rs of patients undergoing targeted therapy

for NSCLC.Thus袁the quality of life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袁while the hospital nursing service has also been signifi鄄
cantly improved袁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reference and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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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袁约为 80%的肺癌患者归属非小细胞肺癌

于患有此类疾病的患者在就诊时便已贻误最佳的救

年在我国的发病率呈现出不断增长的严峻态势 遥 由

部分患者在承受化疗带来的巨大副作用的同时袁其日

的疾病类型袁肺癌作为全球三大肿瘤疾病之一袁近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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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时机袁故只能通过化疗的方式尽可能延长寿命袁大
益增长的负面情绪尧自我效能及生活质量的严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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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对其身心健康造成巨大挑战[2]遥 如何通过行之有

应的干预院化疗过程伴随着不可避免的消化道尧骨髓

效的护理措施帮助患者尽可能的改善生活质量尧缓解

抑制等副作用袁给予患者及其家属科学解释的同时指

不良情绪已成为医院临床护理的关注焦点遥 研究发

导其积极面对治疗曰针对消化道反应患者袁及时通知

现袁情志干预联合家属参与式护理干预在改善患者负

医生的同时指导患者及其家属进食营养丰富的蔬菜

面情绪尧减少并发症尧提高自我效能及生活质量方面

水果等袁避免营养不良情况的出现曰针对骨髓抑制患

展示出了令人满意的疗效遥 现报道如下遥

者袁帮助并指导患者家属做好患者的日常清洁和护理

1 资料与方法

者因严重的并发症等问题极易出现营养不良袁给患者

1.1 临床资料

择取 2019 年 1~12 月期间于我院接诊治疗的非

小细胞肺癌靶向治疗患者 98 例袁依照护理方式的差
异完成对照组渊常规护理干预袁n=49冤与观察组渊情志

干预联合家属参与式护理干预袁n=49冤的随机分组遥 统
计对照组中男 27 例袁女 22 例袁年龄范围 40耀75 岁袁平

均检测值为渊54.57依3.38冤岁曰统计观察组中男 28 例袁

女 21 例袁年龄值范围 41耀78 岁袁平均检测值为渊54.61依

工作袁预防感染等情况的出现遥 渊5冤饮食干预院肿瘤患
的身心健康带来极大干扰袁因而需要依据患者的喜好
及病情制定合理的饮食计划袁严禁暴饮暴食尧遵循少
食多餐的原则曰每月通过饮食计划的微调袁经网络平

台完成信息的及时反馈遥 渊6冤家属参与式护理干预院以
上心理干预尧不良反应尧饮食习惯等内容均需家属共
同参与袁引导患者共同完成护理过程遥
1.4 观察指标及评估标准

渊1冤对患者存在的负面情绪应用焦虑自评量表

3.36冤岁遥 对比分析后发现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袁差异

渊SAS冤[4]尧抑郁自评量表渊SDS冤[5]展开评估袁每个量表内

其家属均详细阅读并签署具备法律效力协议的前提

百分制袁其中 50 分尧53 分为 SAS尧SDS 的分界点袁所得

无统计学意义袁具有可比性渊P跃0.05冤遥 在两组患者及
下袁医院伦理委员会给予严格监督并获准执行遥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院淤符合国际肺癌研究会制定的非小细

胞肺癌的临床诊断及分期标准 [3]曰于间隔 4 周以上的
既往化疗患者曰盂未接受胸部放疗的患者曰

排除标准院淤合并存在严重器官功能障碍的患者曰

于合并其他恶性肿瘤患者曰盂合并精神疾病类患者遥
1.3 护理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健康宣教尧不良反应护理等常规
护理干预内容遥
观察组患者则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进行如下内容
的情志干预联合家属参与式护理干预内容院渊1冤档案

设置的 20 项条目均执行 1耀4 级的划分标准袁 分值为
分值与患者存有的负面情绪成正比遥

渊2冤应用自我效能量表渊GSES冤[6]对患者的自我效

能进行有效评估袁10 条评估项目以 1耀4 分的评估标
准进行划分袁最终得分的计算方式为 1耀40 分的分值除
以 10袁分值与患者的自我效能呈正比遥

渊3冤应用生活质量量表渊QLQ-C30冤 [7]对患者的认

知功能尧运动功能尧日常生活功能尧社会功能在内的项

目内容展开评估袁百分制的分值与患者的生活质量成
正比遥

渊4冤不良反应主要包括骨髓抑制尧消化道反应尧皮

肤黏膜损伤尧神经毒性等内容遥

渊5冤 依据我院的实际情况自制满意率调查表袁分

建立院为每位入院接受治疗的患者建立详细的个人健

值为百分制袁参照分值划分为十分满意渊跃90 分冤尧基

康档案袁包括但不限于姓名尧性别尧年龄尧联系方式尧每

本满意渊60耀90 分冤尧不满意渊约60 分冤遥总满意率=渊十分

日生命体征的监测等内容袁 及时更新患者的健康信

满意+基本满意冤/总例数伊100%遥

息袁方便查询的同时为患者的后续治疗提供参考依据遥

1.5 统计学方法

渊2冤组建专业护理团队院由经验丰富尧沟通能力较强的

主任医师尧护士长尧责任护士等专业人员组建专业的
护理团队袁 为患者提供最权威的治疗及护理意见曰为

在精准录入所有研究数据的基础上构建全新的

数据分析模型袁由统计学软件 SPSS 17.0 完成数据整
理及分析工作袁不良反应发生率尧护理满意率等计数

确保护理质量袁所有医护人员均需高质量通过专业培

数据渊以%表示冤与负面情绪尧自我效能尧生活质量等

情况下袁大部分肺癌患者拥有较重的心理压力袁多数

入验证袁以 P约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训及考核袁考核通过后方可上岗遥 渊3冤心理干预院通常

计量数据渊以 x依s 表示冤分别行独立样本 字2尧t 值的深

表现为绝望尧自暴自弃等曰护理人员应从患者的角度
出发袁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袁耐心倾听并及时

2 结果

引导患者发泄不良的负面情绪曰帮助患者树立积极乐

2.1 两组负面情绪的对比分析

观的治疗态度袁促进治疗效果的有效提升遥 渊4冤不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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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两组护理满意率的对比分析[n渊%冤]

照组患者明显好转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
表 1遥

对照组
观察组

表 1 两组负面情绪的对比分析渊x依s袁分冤
组别

n

对照组

49

观察组
t值

n

组别

护理前

SAS

护理后

护理前

SDS

字2 值
护理后

57.30依5.21 41.27依3.19 58.99依5.15 41.13依3.11
0.038
0.970

P值

9.258

0.125

0.000

0.901

不满意

总满意率

12渊24.49冤 24渊48.98冤 13渊26.53冤 36渊73.47冤

49

38渊77.55冤 8渊16.33冤

3渊6.12冤

46渊93.88冤
7.470
0.006

P值

57.34依5.26 48.33依4.28 59.12依5.18 48.42依4.25

49

十分满意 基本满意

49

9.690
0.000

3 讨论
伴随我国医疗行业的迅猛发展袁人们对于护理服
务行业的要求亦不断提高袁现如今我国的医疗模式已
由关注患者的生存问题逐步转变为如何切实提高患

2.2 两组自我效能的对比分析
观察组患者的自我效能评分明显提升袁同比对照组

患者处于更高水准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2遥
表 2 两组自我效能的对比分析渊x依s袁分冤
n

组别

49

对照组

49

观察组
t值

护理后

1.35依0.42

1.87依0.50

0.362

5.148

0.718

P值

如今的实际护理需求袁导致临床效果并不理想遥 情志
干预联合家属参与式护理作为新型的护理模式袁通过
以患者为中心开展各项优质护理服务袁患者在充分享
受到舒适度更佳的护理体验同时袁医院的护理服务质

护理前
1.38依0.40

者的生活质量[8-9]遥传统的常规护理模式已无法满足现

量亦得到大幅度提升遥 此类型护理模式要求医护人员

2.57依0.81

在护理过程中袁通过干预措施的有效实施尽可能的降

0.000

帮助患者恢复身体正常的防御功能[10]遥 情志干预联合

低患者心理压力或身体刺激的重要来源袁最大程度的

家属参与式护理作为一种新型尧系统的护理模式袁通
2.3 两组生活质量的对比分析

过档案建立尧组建专业护理团队尧心理干预尧不良反应

护理前袁两组患者的各项生活质量评分差异不具

的干预尧饮食干预尧家属参与式护理干预等一系列操

有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曰护理后袁观察组患者的各项

作内容袁帮助患者减轻心理压力尧提升生活质量的同

生活质量评分同比对照组患者均大幅度提升袁差异具

时袁切实提高了医院的护理服务水准遥 情志干预联合

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3遥

家属参与式护理服务模式不仅为本次研究的护理过

2.4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的对比分析

程提供了正确的框架和护理步骤袁而且两种护理内容

同比对照组患者袁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的发生机
率明显呈更低的表现水平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
0.05冤遥 见表 4遥

相辅相成尧相互配合袁最大程度的实现了优势互补[11-12]遥

本次研究发现袁观察组患者的自我效能尧生活质

量及护理满意率等指标均明显远高于对照组患者渊P约

2.5 两组护理满意率的对比分析

统计 观察组 患者 的护理 满意 率为 93.88% 渊46/

49冤袁同比对照组患者优势更为明显袁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5遥

0.05冤袁 说明情志干预联合家属参与式护理在提高患
者生活质量尧自我效能及提升护理满意度方面起到十

分积极的促进作用袁此结论与李芳琼等[14]的报道存在
高度一致性遥 本次研究出于促进患者身心健康的目

表 3 两组生活质量的对比分析渊x依s袁分冤
组别

n

对照组

49

观察组
t值

49

认知功能
护理前

运动功能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日常生活功能
护理前

社会功能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50.13依5.24

60.87依6.43

50.11依5.17

58.79依6.12

50.09依5.21

58.56依6.22

50.08依5.18

58.48依6.17

0.179

7.531

0.038

8.573

0.028

8.692

0.010

8.731

50.32依5.26
0.858

P值

72.38依8.55
0.000

50.15依5.19

71.36依8.24

0.970

0.000

50.12依5.24
0.977

71.33依8.19

50.07依5.22

0.000

0.992

71.29依8.21
0.000

表 4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的对比分析[n渊%冤]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字2 值
P值

n

骨髓抑制

消化道反应

皮肤黏膜损伤

神经毒性

49

1渊2.04冤

1渊2.04冤

1渊2.04冤

1渊2.04冤

49

3渊6.12冤

4渊8.16冤

4渊8.16冤

2渊4.08冤

总发生

14渊28.57冤
4渊8.16冤
6.806
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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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clinical trials in oncology[J].J Natl Cancer Inst袁

的袁最大限度的寻找可能影响患者自我效能尧生活质
量的问题所在袁制定科学合理尧针对性较强的护理服
务内容曰此外袁情志干预联合家属参与式护理基于解

[8]

决问题的角度袁通过与患者及其家属互通有无的沟
通袁促使患者及其家属更好的配合并完成护理服务内

容[15-16]遥观察组患者的焦虑尧抑郁等负面情绪及不良反
应同比对照组患者均明显处于更低的表现水平渊P约
0.05冤袁 说明情志干预联合家属参与式护理在缓解患

者心理情绪及降低不良反应发面发挥了强有力的作

用袁与项伟[18]的研究存在高度一致性[17-18]遥 分析原因主
要在于心理干预及不良反应干预从中发挥了重要的
指导作用袁帮助患者缓解不良情绪的同时进一步降低
了不良反应的发生率[19-20]遥

综上所述袁针对非小细胞癌靶向治疗患者实施情

志干预联合家属参与式护理袁患者的负面情绪减少自
我效能明显改善袁不良反应的发生机率明显降低袁生
活质量大幅度提升的同时医院护理服务的水准亦得
到明显提高袁值得临床借鉴并大力推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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