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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护理模式在晚期肺癌患者护理中的应用现状 

田才坤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云南昆明 

【摘要】 目的 研究舒适护理模式在晚期肺癌患者护理中的临床使用效果。方法 需抽取 74 例晚期肺

癌患者，采用分组式结果分析，研究人员将该 74 例患者按照 1:1 比例分为观察组（n=37 例）与对照组（n=37
例），患者抽取时间段介于 2019 年 7 月到 2020 年 2 月期间，对照组晚期肺癌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方式，观

察组晚期肺癌患者需要运用舒适护理模式，研究期间需要护理人员做好记录工作，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满意

度、生理功能、情绪功能、社会功能以及健康状况。结果 观察组晚期肺癌患者运用舒适护理模式其生理功

能为 81.22±4.38 分、情绪功能为 73.68±5.24 分、社会功能为 76.03±4.68 分，而对照组晚期肺癌患者采用

常规护理模式，其生理功能评分为 72.36±5.04 分、情绪功能评分为 61.38±4.26 分、社会功能评分为 65.37
±6.09 分，观察组患者评分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此外，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为 94.59%，

相较于对照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78.38%高，数据对比存在差异，具有实际统计意义（P＜0.05）。结论 晚期

肺癌患者采用舒适护理模式可以有效提高护理满意度，提升患者生理功能、社会功能以及健康状况，对疾

病恢复具有积极作用，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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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ect of comfortable nursing mode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lung cancer. Methods: 74 patients with advanced lung cancer were selected and analyzed by grouping 
results. The researchers divided the 74 patients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n = 37 cases) and a control group (n = 37 
cases) according to a 1: 1 ratio. The period of time is from July 2019 to February 2020. The patients with advanced 
lung cancer in the control group adopt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s. The patients with advanced lung canc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need to use the comfortable nursing model. Nursing satisfaction, physiological function, emotional 
function, social function and health status.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s advanced lung cancer patients used a 
comfortable nursing model with a physiological function of 81.22 ± 4.38 points, an emotional function of 73.68 ± 5.24 
points, and a social function of 76.03 ± 4.68 points,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of advanced lung cancer patients used 
conventional nursing mode and their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score was 72.36 ± 5.04 points, the emotional function 
score was 61.38 ± 4.26 points, and the social function score was 65.37 ± 6.09 poin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score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as significant (P <0.05). In addition,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4.59%,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was 78.38%. There was a difference in data comparison, which had practical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comfortable nursing mode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lung cancer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improve the physiological function, social function and health status of 
patients, and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disease recovery.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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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发病率较高，属于临床中常见的恶性肿瘤之

一，病情发展速度快，具有较高病死率。本次研究对

晚期肺癌患者采用舒适护理模式，具体研究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需抽取 74 例晚期肺癌患者，采用分组式结果分

析，研究人员将该 74 例患者按照 1:1 比例分为观察

组（n=37 例）与对照组（n=37 例），患者抽取时间

段介于 2019 年 7 月到 2020 年 2 月期间，对照组晚

期肺癌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方式，患者年龄≥45 岁，

≤82 岁，平均年龄（65.36±3.28）岁，患者男女比

例（22:15）例，按照患者癌症类型划分包括 12 例

腺癌患者、15 例鳞癌患者以及 10 例腺鳞癌患者；观

察组晚期肺癌患者需要运用舒适护理模式，患者年

龄≥46 岁，≤80 岁，平均年龄（64.25±3.13）岁，患

者男女比例（23:14）例，按照患者癌症类型划分包

括 14 例腺癌患者、14 例鳞癌患者以及 9 例腺鳞癌患

者，两组患者基础资料差异较小（P＞0.05）。本次

参与研究患者纳入标准为:（1）经临床诊断为肺癌；

经患者同意，并与患者签订知情同意书；可以全程

完成此次研究者。排除标准:（1）具有重大精神类

疾病患者；患有心脏、肾脏类疾病患者。 
1.2 方法 
对照组晚期肺癌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方式，需要

临床护理人员根据肺癌患者实际状况进行生命体征

监测、用药指导等[1]。观察组晚期肺癌患者需要运用

舒适护理模式，具体实施如下:（1）疼痛护理，晚期

肺癌患者因癌细胞扩散、化疗以及药物等因素影响，

导致机体长时间处于疼痛状态中。因此，需要临床

护理人员根据患者实际状况，对患者实施疼痛护理，

对于疼痛状况比较严重的患者，需要遵医嘱指导患

者服用止疼类药物[2]。如果患者疼痛还处于可忍受范

围，可适当在病室中播放轻音乐，指导患者进行呼

吸放松，进而转移疼痛注意力[3]。（2）咳嗽护理，

晚期肺癌患者受疾病影响，会出现剧烈、持续性咳

嗽，肺部分泌物增多，咳痰严重，需要护理人员辅

助患者雾化排痰，如果患者出现咯血状况，需要辅

助患者取平卧位，头部偏向一侧，避免呼吸道呛咳

引发窒息，并立即上报给主治医生。（3）饮食护理，

需要科室护理人员根据患者实际病情状况，制定科

学、合理的饮食方案，服用食物尽量以易消化、高

维生素以及高蛋白质等食物为主，禁止食物辛辣、

刺激类食物[4]。（4）心理护理，晚期肺癌患者已经

逐渐接受自己患病的事实，处于忧郁阶段中，会有

恐惧、焦虑以及悲伤等不良情绪出现，该阶段也是

患者自杀的高发时期。因此，需要护理人员根据患

者实际情况进行心理疏导，增加与患者之间的沟通

交流，注意交流时的语气要温柔、和蔼，减少对患

者的刺激，并鼓励患者增加其战胜疾病的信心[5]。 
1.3 观察指标 
观察组与对照组晚期肺癌患者观察指标为护理

满意度、生理功能、情绪功能、社会功能以及健康

状况。 
1.4 统计学处理 
需要将观察组计数资料、观察指标以及一般资

料等统一录入计算机设备中，最终研究数据需要通

过 SPSS22.0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n）表示本次研

究的计数资料，生理功能、情绪功能、社会功能以

及健康状况使用（分）来表示，护理满意度使用（%）

表示，采用 t 进行数据检验，两组数据存在差异时，

以（P＜0.05）为具有可比性。 
2 结果 
如表一所示，观察组晚期肺癌患者采用舒适护

理模式及护理满意度为 94.59%，其中非常满意度患

者占比为 59.46%，满意度患者占比为 35.14%，不满

意患者为 5.41%，对照组晚期肺癌患者运用常规护

理模式，其护理满意度为 78.38%，非常满意的患者

占比为 37.84%，满意度患者占比为 40.54%，不满意

患者占比为 21.62%，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优于对

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 37 22(59.46) 13（35.14） 2（5.41） 35（94.59） 

对照组 37 14（37.84） 15（40.54） 8（21.62） 29(78.38) 

X2  2.697 3.969 2.351 4.024 

P 值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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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对比（分） 

组别 例数 生理功能 情绪功能 社会功能 健康状况 

观察组 37 81.22±4.38 73.68±5.24 76.03±4.68 78.64±6.72 

对照组 37 72.36±5.04 61.38±4.26 65.37±6.09 63.17±5.39 

X2  4.063 3.984 3.058 3.697 

P 值  ＜0.05 ＜0.05 ＜0.05 ＜0.05 

 
如表二所示，观察组患者生理功能、情绪功能、

社会功能以及健康状况评分均高于对照组患者，数

据对比存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肺癌又被称为原发性支气管肺癌，为临床中常

见的肺部原发性恶性肿瘤，临床在治疗时根据病理

组织分型，将其分为小细胞癌与非小细胞癌[6]。导

致该疾病出现的原因为吸烟、空气污染、不良饮食、

遗传以及电离辐射等，患者在出现该疾病时的典型

症状为咳嗽、痰中带血、呼吸困难以及声音嘶哑等，

并伴有胸痛、心包积液等症状出现，本次参与研究

的晚期肺癌患者均具有胸膜转移、胸腔积液以及淋

巴转移等状况，患者生理与心理均受到不同程度的

影响。而护理对于肺癌患者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有

效的护理对患者疾病恢复、治疗具有积极作用。而

晚期肺癌患者处于与病魔斗争的最后阶段，一方面

机体需要承受疾病所带来的痛苦，心理上还需要承

担巨大压力[7]。本次研究对晚期肺癌患者采用舒适

护理方式，该种护理方式以患者为中心，根据患者

实际状况采用分层次细节性护理，在一定程度上提

高患者舒适度，减少患者不适感。研究结果显示，

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

（P＜0.05）。此外，观察组患者生理功能、情绪功

能、社会功能以及健康状况评分均优于对照组，组

间差异显著（P＜0.05），主要因为舒适护理模式会

为患者进行针对性的疼痛护理、咳嗽护理、饮食护

理以及心理护理，进而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提高护

理满意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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