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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立替康联合顺铂治疗晚期肺癌护理体会 

崔红青 

· 护 理 学 · 

[摘要]目的：探讨伊立替康联合顺铂用于晚期肺癌化疗的护理体会。方法：对22例晚期肺癌患者化疗开始前给予心理护理， 

做好药物知识的宣教，预防和减轻伊立替康毒性反应的发生。结果：22例均能耐受化疗，没有因毒性及不良反应而终止化疗 

者。结论：正确的化疗护理干预可以预防和减轻伊立替康毒性反应的发生，确保化疗计划的顺利进行，提高肺癌患者的治疗 

效果和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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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报道 86％的肺癌患者确诊时已属晚期， 

失去了手术的机会，治疗主要采用以化疗为主的综 

合治疗。伊立替康是一种新型的抗肿瘤药物，其抗 

癌谱广，疗效显著。但其具有急性胆碱能综合征、延 

迟性腹泻、骨髓抑制等特殊毒性及不良反应。在使 

用过程中对护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2009年 5 

月至2010年 11月，我科应用伊立替康联合顺铂治 

疗晚期肺癌22例，通过精心护理，减少了伊立替康 

毒性反应的发生。现将护理体会作一报道。 

1．2 治疗方法 每天予伊立替康 80 mg，第 1、8、15 

天使用，加入生理盐水 100 ml中静脉滴注，避光， 

30～90 min内滴完。顺铂 120 mg分解在3～4天内 

应用，并分别加入生理盐水 250—500 ml中，静脉滴 

注2～3 h。用药前常规使用镇吐药。 

1．3 结果 主要毒性及不良反应表现为脱发、白细 

胞减少和恶心呕吐，发生率为 100％，发生急性胆碱 

能综合征 6例，腹痛、腹泻 9例。本组均能耐受化 

疗，没有因毒性及不良反应而终止化疗者。 

1 临床资料 2 护理 

1．1 一般资料 22例 中男 15例，女 7例；年龄 

35～72岁。均经病理学或细胞学检查确诊，均为中 

晚期且一线或二线药物化疗效果不佳的患者。化疗 

前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及心电图基本正常，Ps 

评分0—1分。22例在化疗前均无肠道炎症、肠梗 

阻或肠功能紊乱等伴发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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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心理护理 针对患者不同的心理状况，给予耐 

心细致的心理疏导，鼓励患者面对现实，同时向患者 

介绍新的治疗药物及方案；向患者及家属介绍本方 

案治疗药物的临床疗效以及用药过程中的注意事 

项，尤其是伊立替康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和紧急处 

理方法，使患者消除恐惧心理，稳定情绪，树立信心。 

指导患者制定化疗期间的食谱，使患者很好地配合 

医护人员完成规定的化疗。 

2．2 血管选择 由于伊立替康对血管刺激较大，加 

之顺铂需要适当水化，输液时间较长，因此在输液过 

三． 圳 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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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易发生药物外渗或静脉炎。为此选用静脉留置 

针进行化疗，在进行静脉留置针穿刺时，尽量选择粗 

而直的外周血管进行穿刺，以尽量减少药物外渗和 

静脉炎发生。静脉留置针输注伊立替康时，要加强 

病房巡视，随时观察化疗输液是否通畅，观察静脉穿 

刺局部有无红肿热痛，严防药液渗漏。一旦发生药 

物外渗应按化疗药物外渗处理原则进行处理。 

2．3 恶心、呕吐的护理 化疗前 30 min予以镇吐 

药昂丹司琼 8 mg或格拉司琼 3 mg应用；减少不良 

刺激，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及时清理患者的呕吐 

物，保持室内空气新鲜；进温软、清淡、易消化、富含 

维生素的食物，禁食生冷、厚味、油炸、辛辣等刺激食 

物，宜少食多餐，多饮水，以加速体内毒性物质的排 

泄。 

2．4 急性胆碱能综合征的护理 急性胆碱能综合 

征表现为 24 h内出现腹痛、腹泻、出汗、流泪、唾液 

分泌增多、视物模糊等症状。治疗前，向患者介绍伊 

立替康的抗肿瘤作用及治疗后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 

及预防、治疗措施，使患者有心理准备。教育患者出 

现不良反应时不要紧张，及时报告医务人员。输入 

伊立替康 24 h内经常巡视，询问患者是否有多汗、 

多泪、唾液分泌增多、视物模糊、痉挛性腹痛、早期腹 

泻等症状，如出现上述症状及时报告医生并配合处 

理。本组发生急性胆碱能综合征 6例，给予阿托品 

0．25 mg皮下注射，症状随即缓解；肌内注射阿托品 

后要嘱患者卧床休息，防止坠床或跌倒 j。患者出 

汗时予及时协助更衣，指导患者补充水分，防着凉， 

注意保暖，离床时陪护患者，并协助生活护理，将 日 

常生活用品放在患者易取的地方，做好安全知识宣 

教，防意外损伤发生。 

2．5 延迟性腹泻的护理 延迟性腹泻为伊立替康 

所特有，为剂量限制性毒性。本组有 9例患者用药 

24 h后出现。我们在用药期间给患者饮用大量液 

体，避免进食可能引起腹泻的食品和饮料，停止使用 

增加肠蠕动的药物，指导进食清淡易消化、高热量饮 

食。经常巡视，出现第 1次稀便或异常肠蠕动时即 

遵医嘱予盐酸洛哌丁胺首剂 4 mg口服，以后 2 mg 

每隔2 h 1次，直至末次水样便后继续用药 12 h，但 

使用时间不能超过48 h，要定时按量服用，并说明定 

时服药的重要性，指导患者保持肛周皮肤清洁干燥； 

观察大便的次数、量及性质，监测体温变化，予抗生 

素控制感染。密切观察患者出入液体量，如饮水量 

较少，给予静脉补液，防止出现脱水或电解质紊乱。 

2．6 骨髓抑制的护理 伊立替康对骨髓有抑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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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可导致白细胞下降。护理细则：严格无菌操作， 

防止院内感染；病房应每天用消毒液擦拭台面、拖地 

板；减少探视人员，用紫外线照射病房，每天 1次，每 

次 30 min；给予饮食指导，鼓励患者进高蛋白、高能 

量、多维生素的清淡饮食，禁忌生冷油腻食物，必要 

时予肠外营养以增强抵抗力；重度白细胞减少的患 

者应进行床边保护陛隔离，定时监测体温，必要时预 

防性给予抗生素，合并感染时应考虑使用广谱抗生 

素，并给予粒细胞(或粒细胞 一巨噬细胞)集落刺激 

因子等促进粒细胞增生的药物，必要时输注粒细胞； 

做好患者的口腔护理及肛周护理 J。 

3 讨论 

伊立替康作为拓扑异构酶 I抑制剂，能够影响 

DNA的复制过程，使细胞分裂停止导致细胞死亡。 

伊立替康对小细胞肺癌有很高的有效率，文献 报 

道伊立替康联合顺铂治疗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有效率 

达到64．3％，因此伊立替康对于小细胞肺癌是很好 

的治疗选择。但由于其特有的毒性及不良反应，使 

护理也有其特殊性。在应用以伊立替康为主的化疗 

过程中，除注意观察是否出现以上毒副反应的同时， 

充分做好用药前的准备工作，加强心理护理，让患者 

与家属主动参与。用药时严密观察病情 ，及时处理 

急性乙酰胆碱能综合征。对于骨髓抑制的护理，监 

测白细胞、肝肾功能，从消毒隔离人手，严格无菌技 

术操作，有效预防感染。对于胃肠道反应，包括恶 

t2,、呕吐、腹痛、腹泻，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处理，降低 

发生率。通过对22例患者细致精心的护理，特别是 

加强延迟性腹泻和急性胆碱能综合征的观察和护 

理，本组患者均能以较好的心态和稳定的情绪配合 

治疗，确保了化疗方案的顺利实施。对预防和减轻 

化疗所带来的毒副反应效果明显，没有发生严重并 

发症，取得了满意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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