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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痛患者护理需求的质性研究

陈摇 红,姚正娟,蔡茂怀,朱寒贫

[摘要]目的:了解癌痛患者护理需求的真实内容,为癌痛患者护理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方法:采用目的抽样法,选择癌症患

者 20 例,对其进行癌痛护理需求的深入访谈,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癌痛患者的护理需求呈现 4 个方面

的主题:患者对护理相关知识及药物相关知识需求高;患者对环境护理的要求较高;患者希望医护人员能够提供更加人性化

的护理服务。 结论:针对癌痛患者的护理需求,医护人员应加强对患者的健康宣教及用药知识的培训,改善住院环境,提供更

加人性化的个体服务,提高癌痛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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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在肿瘤患者的自觉症状中,癌痛的发生率最高,
也是最常见的症状,癌症患者中 50% ~ 80% 伴有与

癌症有关的不同程度的疼痛[1 - 2]。 癌痛不仅会影响

患者的食欲、睡眠,降低他们的躯体功能和社会功

能,导致生活质量下降,还会引发焦虑、抑郁等心理

困扰,这些心理改变又会加重患者对癌痛的感知和

体验,可加重病情,促进肿瘤的复发、转移、恶化

等[3]。 因此,有效镇痛是提高癌症患者生活质量和

保证治疗顺利首先应解决的问题。 质性研究方法目

前已广泛应用于脑卒中、冠心病患者护理需求的研

究,并且对于癌症患者护理需求已有初步的报

道[4 - 5]。 我院采取质性研究方法了解癌痛患者对护

理服务的需求,使患者达到理想的镇痛效果,从而提

高癌痛患者的生存质量,现作报道。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采用目的抽样法,选择 2014 年我

院收治的癌症患者 20 例,在约定的时间于护士休息

室对其进行癌痛护理需求的深入访谈,并采用内容

分析法对资料进行分析。 其中,男 11 例,女 9 例;年
龄 24 ~ 65 岁。 肺癌 8 例,食管癌 4 例,直肠癌 3 例,
卵巢癌 1 例,其他 4 例; NRS 疼痛分级:轻度疼痛 2
例,中度疼痛 11 例,重度疼痛 7 例;文化程度:小学

及以下 6 例,初中 6 例,高中 5 例,大学及以上 3 例;
持续性疼痛 10 例,间歇性疼痛 5 例,爆发性疼痛 5
例;自费治疗 8 例,保险支付 12 例。 纳入标准:(1)

预期生存期 > 3 个月,入院 > 1 周的患者;(2)正在

服用镇痛药物或透皮贴剂治疗,疼痛治疗医嘱规范,
即符合三阶梯镇痛治疗原则;(3)精神、记忆正常,
有完整的汉语表达能力;(4)自愿参与本次研究。
排除标准:(1)合并有其他严重的躯体性疾病的患

者;(2)有精神疾病或精神疾病家族史者;(3)有智

力或认知障碍患者。
1. 2摇 研究方法摇
1. 2. 1摇 资料收集方法摇 本研究征得患者同意,采用

笔录和录音记录,采用深入访谈的方法获取受访者

对护理需求真实感受和体验,访谈前介绍本研究的

目的、方法、内容,并承诺用编码代替姓名,绝对保护

隐私。 访谈时以“您在疾病过程中,您感到最大的

烦恼和压力是什么冶 “不痛或疼痛缓解时需要什么

样的帮助冶“给镇痛药时要了解什么冶 “什么使您感

到疼痛减轻冶 “什么使您感到疼痛加重冶 “疼痛时希

望护士做什么冶 “您对镇痛所期望的目标是什么冶
“疼痛时希望周围环境怎样冶等开放式问题开始,引
导患者描述对护理需求一切感受和体验,避免给受

访者设立人为的框架,同时密切观察受访者的表情

变化,并记录。 访谈在自然场景中进行,氛围轻松,
时间为 0. 5 ~ 1 h,对每位受访者进行一次到数次访

谈,第二次访谈反馈上一次内容,澄清不明确的信

息,以增加资料的准确性,访谈获得每位受访者的最

大信息量方可结束。
1. 2. 2 摇 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摇 访谈结束后,运用

Colaizzi 法分析所得数据,将所做的录音整理成文

字,然后按以下步骤分析资料:(1)仔细阅读所有记

录;(2)析取有重要意义的陈述;(3)对反复出现的

观点进行编码;(4)将编码后的观点汇集;(5)写出

详细、无遗漏的备忘录;(6)总结、归纳出共性的观

点;(7)返回参与者处求证。

2671 J Bengbu Med Coll,December 2015,Vol 40,No. 12



2摇 结果

2. 1摇 癌痛患者需要更多的支持性心理干预摇 癌痛

是严重影响癌症患者生活质量的主要症状,患者因

受病痛折磨,常存在焦虑、抑郁、孤独、愤怒、恐惧、绝
望,甚至有自杀倾向的心理困扰,因此积极的支持性

心理干预显得极为重要。 C5:“我经常会担心疼痛的

发生,整天都很焦虑,很容易向家人发脾气冶;C10:
“每次疼痛之后我都害怕下次会痛得更厉害,想到

这我就有点沮丧,不知道自己多久才能完全康复冶;
C14:“我疼痛难忍的时候会摔东西,我很想控制自

己的情绪,但总是忍不住,希望护士能够给我一些指

导冶;C20:“住院时候我经常会感到孤独和无助,有
时疼痛时我只能自己忍过去,这时很希望能有家人

陪在我身边鼓励安慰我冶。
2. 2摇 癌痛患者对药物使用知识的需求较高摇 药物

是临床控制癌痛的主要措施,1990 年世界卫生组织

推荐“三阶梯镇痛方案冶治疗癌痛,该方案逐渐成为

药物治疗癌痛的基础及核心,我国医院护理服务还

不健全,患者没有可以沟通的有效渠道,对专业指导

有很大的需求。 C10:“我不清楚在疼痛的时候应该

服用多少镇痛药,有时我觉得没有效果,会加大些药

量冶;C13:“我想知道平常怎么预防疼痛,如果我突

然疼痛,该如何用药,有什么有效的措施冶;C15:“疼
痛的时候我会吃止痛药,但有时候只是轻微的疼痛,
我不清楚是否要继续吃,时间久了会不会对它有依

赖性冶,C18:“我听说服用镇痛药会有不良反应,很
担心对我的身体有影响,所有有时候即使很痛我也

会忍着冶。
2. 3摇 癌痛患者对病房治疗环境的要求较高摇 癌症

患者住院后则处于治疗为主,辅以生活、娱乐为一体

的多元化的病房环境,是医疗服务重要的组成部分,
直接关系到癌症患者的舒适程度以及心情的影响。
C4:“病房环境和我理想中的差距有点大,但还能接

受,晚上休息时候有点吵冶;C7:“我平时喜欢听音

乐,疼痛的时候如果能播一些轻松音乐也许能缓解

我的疼痛冶;C14:“疼痛时我希望能够安静的休息,
但有时其他患者会打搅到我,护士应该劝说其他人

小声说话冶。
2. 4摇 癌痛患者需要更加人性化的护理干预摇 虽然

目前临床在癌痛的药物治疗上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但护理人员对癌痛患者治疗的重视程度不足,存在

消极治疗的现象。 C1:“我觉得护士有时没有对我

病情进行及时的评估,很多时候我已经很痛苦了他

们才处理,我想他们应该有方法可以更早地发现这

些冶;C6:“有时候我告诉护士我很痛,但他们却让我

忍着,并没有给予我积极的治疗冶;C9:“有时候护士

对我们的指导不够,我希望有问题能随时打电话咨

询,及时了解一些缓解癌痛的方法冶;C18:“护士给

我讲的太专业了,大部分都听不懂,而且时间长了很

多东西都忘记了,其实可以给我们发一些文字图片

资料,这样会更有用些冶 。

3摇 讨论

摇 摇 目前疼痛已成为继体温、脉搏、呼吸、血压之后

的第五大生命体征[6]。 其不仅仅是一种症状,而且

是一种疾病[7],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8]。 因此,有
效镇痛是提高癌症患者生活质量和保证治疗顺利进

行首先应解决的问题。 本研究结果提示,癌痛患者

治疗过程中存在诸多护理需求,包括支持性心理干

预、用药知识需求、病房环境护理需求以及人性化支

持需求,广大护理工作者应充分认识癌痛患者的护

理需求并予以足够的重视。
3. 1摇 提供积极的支持性心理护理干预措施 摇 (1)
护理人员应主动关心癌痛患者,倾听其诉说心中的

焦虑,并表示理解和同情,消除患者的孤寂感;(2)
护理人员定期对患者的心理状况进行动态评估,仔
细观察患者的心理变化,了解患者的心理困扰,为患

者制定有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干预方案,并进行心理

干预效果评价;(3)护理人员应尊重患者的心理感

受,鼓励患者说出癌痛的感受,帮助患者正确认识癌

痛;(4)护理人员通过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为患者

分析癌痛反复发作的原因,使其了解癌痛与心理学

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增强患者治疗癌痛的主动性。
3. 2摇 提供全面的药物使用知识教育 摇 (1)向患者

提供专业化的指导,使患者彻底熟悉镇痛治疗的过

程、镇痛药的药效、不良反应及规范服药的原则;
(2)通过健康宣教使患者正确认识药物的成瘾性及

耐受性,告知患者治疗癌痛所用剂量引起的成瘾可

能性很小,消除患者不必要的顾虑;(3)指导患者按

时、按量正确服用镇痛药物,避免患者在癌痛减轻时

私自减量或停药而影响了癌痛治疗的效果;(4)临

床工作中加强镇痛药物不良反应的观察和护理,发
现异常及时报告医生减量或停药。
3. 3摇 提供温馨的病房治疗环境 摇 (1)为患者提供

适宜的病房环境,尽量保持病室安静、整洁和舒适,
保证合适的温度和湿度以提高患者的生理舒适度;
(2)指导患者通过听音乐、深呼吸等方式来缓解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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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疼痛,并对失眠患者给予一定程度的诱导睡眠;
(3)护理人员在患者及其家属的配合下对晨晚间的

护理工作进行合理安排,将工作流程简化,部分操作

优先集中在白天进行,避免影响患者的睡眠。
3. 4摇 提供人性化的护理干预措施 摇 (1)采用发放

图文并茂的学习资料或讲座的方式对患者开展癌痛

治疗护理知识教育,提升健康宣教的实际效果;(2)
对患者癌痛的性质、部位、程度、持续时间进行全程

的、自入院至出院的动态的评估,满足患者的个性化

需求;(3)给予患者药物镇痛时,按时进行疼痛评

估,将评分结果告知患者,使患者充分相信应用镇痛

药治疗后能有效缓解疼痛,从而提高患者的依从性,
杜绝因个人的错误认知导致镇痛药无法发挥其最大

功效;(4)通过渐进性肌肉放松和松弛想象训练引

导患者摆脱癌痛或淡化癌痛的意念,分散患者的注

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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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喂养方式在小儿肺炎伴呛咳中的应用效果比较

赵得凤,李摇 莉,陈娟娟,夏摇 艳,朱摇 明,张摇 茜

[摘要]目的:比较 2 种喂养方式在小儿肺炎伴呛咳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将 40 例肺炎患儿随机均分成鼻饲喂养组和经口喂

养组,比较 2 组患儿每次喂奶时间、吸痰次数以及每次喂奶量。 结果:鼻饲喂养组患儿每次喂奶时间、喂养期间吸痰次数均明

显少于经口喂养组(P < 0. 01),每次喂奶量明显多于经口喂养组(P < 0. 01)。 结论:小儿肺炎伴呛咳严重时,给予早期的鼻饲

喂养,可缩短喂奶时间、减少吸痰次数、增加喂奶量,从而减少患儿疼痛、保证营养供应。
[关键词] 小儿肺炎;呛咳;喂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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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小儿肺炎是指不同病原体或其他因素所致的肺

部炎症,以发热、咳嗽、气促、呼吸困难和肺部固定细

湿罗音为共同临床表现[1],是婴儿时期重要的常见

病。 小儿时期喉腔较小,易导致声门阻塞;喉软骨柔

软,黏膜及黏膜下层附着不紧密,炎症时肿胀较明

显。 由于小儿喉部的解剖特点和炎症的作用使患儿

在喂奶时易出现呛咳现象,造成喂养困难。 我科在

2014 年 1 - 4 月对 40 例肺炎伴呛咳的患儿给予不

同喂养方式,现将喂养体会作一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 摇 入选对象 40 例,男 22 例,女 18

例;年龄 1 ~ 20 个月。 均符合小儿肺炎的诊断标准,
持续咳嗽每次 2 min 以上、每日发作 > 10 次,进食

30 ml的食物呛咳次数 > 5 次,每次进食的奶量是平

时进食量的一半。 其中麻疹合并肺炎 9 例,肺炎合

并先天性心脏病 12 例,毛细支气管炎 17 例,支气管

肺炎 9 例,百日咳 3 例,符合重症肺炎诊断标准 15
例。 40 例患儿随机分为经口喂养组和鼻饲喂养组。
2 组年龄、性别和体质量均具有可比性。
1. 2摇 方法摇
1. 2. 1摇 经口喂养组摇 配方奶按照体积比 100 ml 水
加入 3 平匙奶粉,或者按照重量比 1颐 6 的比例配制。
根据每个患儿平时进食量的多少,将奶液装进一次

性奶瓶中,选择大小合适的奶嘴,采取半卧位或者头

部抬高侧卧位,耐心对患儿进行喂养。 在吸吮或吞

咽时出现呛咳现象者,立即停止喂奶,必要时清理呼

吸道,防止发生吸入性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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