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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观察 1次并记录。如出现心率加快可不必停止 

化疗，若出现典型的心功能不全时，应停止化疗。本 

组 12例均无明显心脏毒性发生，顺利完成治疗。 

(3)其他不良反应：1例输液结束后30 rain出现全 

身瘙痒，遵医嘱予以生理盐水 100 ml+10％葡萄糖 

酸钙 2 g静脉推注，异丙嗪 25 mg肌肉注射，约 15 

min后症状缓解。 

2．3 治疗后护理 用药后 2周内要求患者注意卧 

床休息，预防感冒。定期检测血常规和肝肾功能、心 

电图等，做好健康宣教和饮食指导，鼓励患者少食多 

餐，多食富含营养、高维生素、高热量食物，忌食辛 

辣、油腻等刺激性食物，在病情许可的情况下适度活 

动，增加胃肠道蠕动，增强食欲。 

3 讨论 

曲妥珠单抗是第一个用于治疗乳腺癌的单克隆 

抗体，对HER-2过表达的晚期乳腺癌患者，选用含 

曲妥珠单抗的联合化疗方案，能显著提高患者的缓 

解率，延缓疾病进展，延长存活期，特别是毒副反应 

发生率低，患者耐受性好。曲妥珠单抗作为一种新 

型的抗肿瘤药物，治疗以 HER-2受体为靶点的靶向 

性治疗，抗 HER-2／neu受体的单克隆抗体曲妥珠单 

抗为晚期乳腺癌患者带来新的希望_6 J。曲妥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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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物制剂的最大缺点就是分子不稳定以及心肌的 

毒性作用 。如果配制和操作不当，容易导致效价 

降低，如给药速度过快易导致心肌损伤，过慢则影响 

药效。因此，在临床护理中，护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 

操作原则，熟 悉药物的剂量、浓度、配制、给药方法 

等，保证患者的生命安全，保证曲妥珠单抗充分发挥 

药理作用，达到治疗 目的，顺利完成整个治疗，提高 

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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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药物治疗是肿瘤综合治疗的一个重要方法。随着 

化疗方法的不断改进，对抗肿瘤静脉用药的浓度、速度、时 

间、方法均有一定的要求。以往采用普通密闭式输液，因需 

要时间长，同时也限制了患者的活动 ，给患者的生活带来很 

大的不便⋯。针对氟尿嘧啶(5．Fu)是时间依赖性药物，适合 

小剂量、长时间持续给药的特点，采用传统的普通密闭式输 

液已不能满足临床需要，而5-Fu采用静脉持续泵入，取得明 

显疗效 J。为更好的提高药物疗效，减轻药物的毒副作用 ， 

2005年4月至2007年4月我科使用便携式弹性输液泵治疗 

25例胃肠肿瘤患进，取得满意疗效，现将护理体会作一报道。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本组男 15例 ，女 l0例；年龄 39—76岁。胃 

癌16例，肠癌9例。均经病理分型，其中低分腺瘤 15例，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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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性瘤 8例，印戒细胞瘤 2例。肝转移 6例 ，肺转移 4例 ，锁 

骨上淋巴结转移 7例。肝肾功能、血常规、心肌酶 、心电图均 

正常。 

1．2 治疗方法 5一Fu加顺铂组 12例 ，5．Fu加奥沙利铂 9 

例，5一Fu单药 4例。5一Fu用药前常规应用亚叶酸钙 ]。持续 

72 h输入 l8例 ，持续 120 h输入 7例。外周深静脉给药 13 

例，锁骨下静脉给药 l0例，股静脉给药 2例。 

1．3 输液泵及其用法 选用美国 Baxter公司生产的输液 

泵，由外层无菌保护装置、装配件、弹力储液囊 、过滤器、外 

膜、流速限速器及连接管组成 ，可容纳 300 ml药液。打开包 

装取出单项过滤器及输液泵，把无菌装置拧开，暴露乳头，将 

准备好的药液注入储液囊，盖上无菌护帽，排尽连接管内空 

气备用。 

1．4 结果 完全缓解5例，部分缓解12例，稳定8例。在使 

用过程中，1例因经外周深静脉置管自我防护不当造成脱管 

而停用输液泵，其余均顺利至化疗结束，患者使用输液泵的 

满意率为95．8％，经治疗后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未见明显副作用。 

2 护理 

2．1 心理护理 由于肿瘤患者情绪复杂，加之化疗、深静脉 

置管及弹性输液泵的使用，易产生紧张、恐惧的心理，担心治 

疗出现意外情况。操作前，护士应向患者耐心细致做好解释 

工作，说明输液泵治疗的好处以及各项操作的过程、注意事 

项，让患者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使之更好地配合治疗。 

2．2 化疗副作用的护理 在使用便携式弹性输液泵期间， 

按化疗常规给予护理 ，严密观察病情变化，监测生命体征 的 

变化，观察患者的全身情况及营养情况。监测血常规，观察 

有无白细胞减少，因白细胞减少可导致机体抵抗力下降，易 

继发感染，必要时做好保护性隔离。另外，注意口腔黏膜的 

反应 ，加强口腔护理；做好饮食指导，嘱患者多饮水 ，多吃蔬 

菜，给予富有营养的高蛋白、高维生素、低脂、易消化饮食；同 

时注意有无消化道反应 ，及时根据医嘱，在化疗前 30 min给 

予干预，以减轻 消化道反应 ，对于症状严重的要及时记录 

24 h出入量，监测 电解质的变化 ，使患者顺利完成化疗过 

程 。 

2．3 深静脉置管的护理 操作前严格掌握适应证及禁忌 

证，签定知情同意书，介绍深静脉置管的相关知识。操作时 

严格按照深静脉置管操作程序进行 ，严格执行无菌操作。操 

作后 24 h内局部用弹性绷带加压包扎 ，注意观察末梢循环情 

况，有无肿胀 、疼痛、麻木及皮肤温度的变化，观察局部有无 

出血，及时交代注意事项，如适当活动肢体、穿刺肢体勿负担 

过重等。保持穿刺点清洁，观察穿刺点有无红、肿 热、痛、液 

体渗出及硬结的出现。穿刺后第2天及时更换贴膜，如有出 

血应及时更换，以后每周更换贴膜 2—3次，局部用2．5％聚 

维酮碘严格消毒 J，防止静脉炎的发生。正确掌握冲管的方 

法，保持管道通畅。冲管的模式为：生理盐水2O ml间隙脉冲 

式冲管，禁止使用 <20 ml的注射器冲管给药，不可暴力冲 

管。正压肝素帽每7～10天更换 1次。每次更换贴膜、冲管 

及输液时应严密观察导管在体内与体外的长度，防止脱管的 

发生。注意观察液体的流速，发现流速明显下降时，应及时 

查明原因并妥善处理。拔管时不可使用暴力，如遇阻力应进 

行局部热敷 20—30 min再进行拔管，导管拔出后 ，检查导管 

的长度及完整性。做好健康教育。 

2．4 输液泵的护理 加药过程中一定要无菌操作，防止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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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污染。严格按照医嘱，做到现用现配，配制过程中要注意 

自我保护。根据医嘱合理配药 ，正确掌握药液的容量，加药 

时不可超过输液泵所达到的容量范围，以免影响输液泵的功 

能。注药时一定要排尽注射器里的空气，勿使气泡进入输液 

泵内，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如输液泵内有空气存在，要将泵 

倒挂在患者身上，避免气体进入体内。排尽输液泵的连接管 

内的空气，待药液滴出后连接三通管，防止发生空气栓塞 ，同 

时正确调整好三通的输入方向，避免堵管。注意密切观察输 

液泵的流速 ，向患者交代注意事项，并且严格交接班。使用 

过程中，注意观察连接管有无扭曲、脱管以及异常夹管等，发 

现异常及时处理，避免不良反应的发生 J。 

3 讨论 

5一Fu是周期特异性抗代谢类抗癌药，其血浆半衰期较 

短，仅为 15—30 min。周期特异性药物作用强度与其在体内 

长时间稳定的血药浓度有关，所以 5一Fu长时间静脉持续给 

药的疗效优于静脉短时给药。Findlan等 采用 ECF方案治 

疗晚期 胃癌 ，其 中 5一Fu采用静脉持续泵人，取得明显疗 

效 。便携式输液泵以2—5 ml／h的恒速给药，完全适合5． 

Fu需要持续长时间给药的特点，且不需要患者长时间卧床 

输液，不影响日常活动。输液泵操作简便，安全可靠，携带方 

便，安静无声，不干扰睡眠，不影响Et常生活。患者在体能许 

可的范围内维持正常的活动与工作，减轻护士的工作负担， 

避免因反复静脉穿刺造成的损伤 ，提高化疗药的疗效，减轻 

化疗过程中药物的毒副作用，克服因5-Fu其周期特异而需 

长时间供药的问题，给患者带来 了极大的方便，提高了患者 

的生活质量。因此，便携式输液泵值得在化疗时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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