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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护理模式在鼻咽癌放疗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钱

燕

(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放疗一病区，南通 226001)

[摘

要]

目的：探讨协同护理模式对鼻咽癌放疗患者自我护理能力和生存质量的影响。方法：选择鼻咽癌放疗患者

80 例，按入组顺序进行编号，单号为观察组，双号为对照组，各 40 例。观察组实施协同护理模式，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
干预后，采用自我护理能力测定量表和头颈癌患者生命质量测定量表比较两组干预效果。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自我护理
能力和生存质量得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均 P<0.01)。结论：应用协同护理模式能有效提高鼻咽癌放疗患
者的自我护理能力和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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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咽癌在头颈部恶性肿瘤中居首位，目前放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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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27 例，女 13 例，年龄(51.84±9.26)岁；对照组 40 例，

是主要的治疗手段 ，但放疗后易出现张口困难、口

男 30 例，女 10 例，年龄 (53.84±7.59) 岁。两组患者的

腔黏膜炎、鼻黏膜损伤等诸多不良反应，在很大程

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生活自理能力、肿瘤分期、治疗

度上降低了患者的生存质量 ；且需较长时间的护理
来促进康复，减轻症状。因此，提高患者自我护理能

方式、住院天数、经济收入、医疗费用支付方式等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均 P>0.05)，具有可比性。

力，改善生存质量显得尤为重要。T.F.LOTT 等 [2] 根

1.2

据 Orem自理理论，提出了协同护理模式 (collaboration

7 400 Gy，治疗周期为 6~7 周。

care model, CCM) 的护理理 念。CCM 是在责任制护

1.3

理基础上，护理人员鼓励患者和家属共同参与护理

症状管理、健康指导、功能锻炼及心理护理 ；观察组

过程，充分调动患者自我护理的积极性，从而提高护

采用护士—患者—家属共同参与的协同护理模式，

理的质量。本研究旨在了解 CCM 对鼻咽癌放疗患者

实施上述护理内容。分别在两组患者放疗前和放疗

自我护理能力和生存质量的影响。

结束出院时发放调查问卷，比较不同时间点两组患

1
1.1

放疗方式
护理方法

均为调强放射治疗，总剂量 7 000~
对照组由责任护士给予日常护理、

者的自我护理能力和生存质量的差异性。

对象与方法

1.3.1

协同健康教育

鼓励患者及家属主动参与健

采取便利抽样的方法，选择 2016

康护理，护理人员向患者及家属系统讲解放射治疗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在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放疗科

及鼻咽癌的相关知识，使患者及家属充分了解放疗对

住院，欲行根治性放疗的鼻咽癌患者 80 例。纳入标

鼻咽癌的意义 ；让患者及家属准确掌握每日的治疗

准：经病理学确诊为鼻咽癌；了解自身病情；智力及沟

时间、药物类型、剂量及合理的饮食搭配等。家属陪

通能力正常；知情同意参与本研究的患者。剔除标准：

伴患者的过程中，采用患者最易接受的方式，选择恰

发生放射性脑病者 ；频繁更换陪护家属的患者。所

当的时机，协同护士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使患者潜

有研究对象均在放疗前入组，并按入组先后顺序依

移默化地接受指导内容，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次编号，单号为观察组，双号为对照组。观察组 40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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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

conformal radiation therapy[J]. Eur Urol, 2002, 42(2):147-

[12]

[11]

何志杰 , 赵一电 , 王能超 , 等. 放疗联合热疗在局部晚期非

教会患者及家属鼻腔冲洗器

李鼎九 . 热疗为什么可以治疗肿瘤 [J]. 中华放射肿瘤学杂
志 , 1998(2):62-63.

153.
[10]

协同日常护理

[13]

KAUR P, HURWITZ MD, KRISHNAN S, et al. Combined

小细胞肺癌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J]. 医药论坛杂志 , 2017,

hyperthermia and radiotherapy for the treatment of cancer[J].

38(5):105-107.

Cancers(Basel), 2011, 3(4):3799-3823.

虞喜豪 , 朴京虎 , 王咏梅 , 等. 全身热疗在立体定向放疗治
疗晚期复治肿瘤中的作用 [J]. 临床医学, 2018, 38(3):17-20.

[ 收稿日期 ]

2019-01-20

·218·

2019 ：39 (3)

南 通 大 学 学 报（ 医 学 版 ）

的使用方法，讲解冲洗的目的、冲洗时可能出现的不
确保护放射野的皮肤，坚持饮水 (>2 500 mL/d)，缓解

自我护理能力测定量表 (exercise of self-care
agency scale, ESCA) 该 表由B.Y.KEARNEY等 [3] 于
1979 年提出并制订，包括 4 个维度 ( 健康知识水平、

口干症状。

自我概念、自我护理技能、自护责任感)，共 43 个条目，

适感；口腔黏膜保护溶液的作用和用法；指导患者正

1.3.3

协同功能训练

教会患者及家属功能训练 ：

1.4.2

总分 172 分。得分越高者，自我护理能力越高。台湾

(1)局部自我按摩，轻柔按摩颞下颌关节，5~10 min/ 次，

学者H.H.WANG等 [4] 对该量表的信效度进行了检测，

≥2 次 /d ；(2) 张口训练，指导患者尽量张口与闭合，上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6~0.92，效度为 1.0。

下牙关有节奏地叩击，30 min/ 次，2 次 /d ；(3) 每天进

1.4.3

行适度的颈部活动，指导患者可用手协助，缓慢地作

of life instruments for cancer patients-head and neck

仰头、
低头、
左旋、
右旋、
左屈、
右屈等运动，20 min/ 次。

cancer, QLICP-HN)

中国头颈癌患者生命质量测定量表 (quality
QLICP-HN 是癌症患者生存质

以上日常护理和功能训练的内容，由护士、患者、

量测定量表体系中的头颈癌量表，由包含 14 个条目

家属三方共同参与制定个体化的健康护理计划单，

的头颈癌特异模块和共性模块 QLICP-GM构成，其中

内容包括 ：实施项目、实施时间、次数等。计划执行

QLICP-GM 包括躯体功能 (7 个条目)、社会功能 (6 个

尽量由患者自我检查，执行后患者在计划单表格中记

条目)、心理功能 (12 个条目) 、共性症状及不良反应 (7

录打勾，家属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提醒，护士随时关

个条目)，4 个领域，共 32 个条目 [5]。每个条目均为 5

注，每天检查，并及时给予现场指导。

级等级式条目，
即 ：一点也不、
有一点、
有些、
相当、
非常

1.3.4

5 个等级。QLICP-HN具有较好的信度和结构效度，

协同心理护理

由于护士与患者接触时间较

短，即便使用轻柔和蔼的语言，有时也无法起到最好

适用于对中国头颈癌患者进行生存质量测定。

的心理护理效果。鼓励家属与患者之间加强沟通，

1.5

彼此支持，指导家属协同护士完成心理护理，建立良
好的就医氛围，使患者尽快融入治疗和护理环境中，
改善治疗和护理的依从性。
1.4
1.4.1

一般资料调查表

所有数据采用 SPSS 17.0 软件处
理，干预前、后，组间均数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研究工具

统计学方法

结

自设调查表，内容包括患

果

干预前两组患者自我护理能力及各维度得分、生

者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生活自理能力、

存质量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干预

肿瘤分期、治疗方式、住院时间、经济收入、医疗费用

后观察组自我护理能力及各维度得分、生存质量得分

支付方式等。

均高于对照组 (P<0.01)，见表 1~2。
表1

两组患者自我护理能力及各维度得分的比较 (n=40, x±s, 分)

干预前

项目

t值

P值

观察组

对照组

自我概念

19.75±1.53

19.60±1.77

0.406

自护责任感

17.33±1.16

17.43±1.35

0.354

干预后

t值

P值

观察组

对照组

0.686

24.30±1.57

21.05±1.50

9.455

<0.001

0.724

20.95±1.89

18.93±1.47

5.336

<0.001

自我护理技能

26.55±2.04

26.75±2.08

0.434

0.666

31.58±2.71

27.33±2.09

7.856

<0.001

健康知识水平

33.65±2.94

33.43±2.48

0.370

0.712

36.55±3.31

33.55±2.75

4.404

<0.001

自我护理能力总分

97.28±5.14

97.20±4.99

0.066

0.947

113.38±5.34

100.85±4.15

11.711

<0.001

表2

干预前

项目
共性模块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生存质量得分的比较 (n=40, x±s, 分)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干预后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0.004

躯体功能

22.48±2.00

22.85±2.02

0.834

0.407

20.63±2.17

19.00±1.71

3.722

心理功能

32.50±2.08

32.30±1.90

0.450

0.654

33.78±2.20

29.80±2.27

7.956 <0.001

社会功能

21.78±1.69

21.55±1.62

0.609

0.544

22.25±2.03

19.45±1.78

6.546 <0.001

共性症状及不良反应 27.28±2.53

26.98±2.21

0.564

0.574

24.95±2.48

22.75±1.92

4.438 <0.001

40.85±2.41

5.596 <0.001

特异模块

43.28±2.63

43.38±2.64

0.170

0.866

43.80±2.30

总体生存质量

147.30±6.93

147.05±7.36

0.156

0.876

145.40±5.23 131.85±5.60 11.182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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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3.1
能力

干预时间仅限于住院期间，未能关注患者出院后恢

论

复期护理的延续性。今后可扩大样本量，将干预时间

CCM 能有效提高鼻咽癌放疗患者的自我护理
由于鼻咽癌患者受到疾病的打击，放疗引起

延长至出院后，联合社区医护人员，完善 CCM 在鼻咽
癌患者中的应用。

的多种并发症，以及自身形象的改变，影响了患者的
自信心，易出现不同程度的消极情绪，对治疗及护理
缺乏主动性，导致自我护理能力水平较低 [6-7]。CCM
改变以往灌输式、说教式的健康教育模式 [8]，护士、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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