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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对腹腔热疗联合 TP 方案治疗中晚期卵巢癌的影响

张摇 恒1,余摇 华2

[摘要]目的:探讨护理干预对腹腔热疗联合 TP 方案治疗中晚期卵巢癌的影响。 方法:选取接受腹腔热疗联合 TP 方案治疗的

中晚期卵巢癌患者 234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各 117 例。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组在化疗和热疗前、中、后提示患

者注意事项、密切关注患者生命体征及给予相关护理。 对比分析 2 组患者近期疗效、不良反应和远期生存率。 结果:干预组近

期总有效率为 69. 2%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51. 2% (P < 0. 01);2 组患者白细胞减少和过敏反应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干预组恶心呕吐、肝功能损伤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P < 0. 05)。 干预组 1 年和 3 年生存率分别是 86. 3% 和

54. 7% ,均高于对照组的 72. 6%和 41. 9% (P < 0. 05)。 结论:合理的护理干预方案不仅有助于腹腔热疗联合 TP 方案治疗中

晚期卵巢癌患者近期疗效的提高,减少治疗后并发症,还能提高患者远期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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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moderate and advanced ovarian carcinoma
patients treated with abdominal hyperthermia combined with TP program

ZHANG Heng1,YU Hua2

(1. Department of Oncology,2. Central Laboratory,The Affiliated Xinqiao Hospital of
The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37,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h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moderate and advanced ovarian carcinoma patients
treated with abdominal hyperthermia combined with TP program. Methods:Two hundred and thirty鄄four moderate and advanced ovarian
carcinoma patients treated with abdominal hyperthermia combined with TP program were divided randomly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intervention group(117 cases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ere conventionally nursed. In intervention group before,during and after
chemotherapy and hyperthermia,the considerations were prompted,the vital signs were paid close attention to,and the relevant nursing
was implemented. The short鄄term effects,adverse reactions and long鄄term survival rate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Results:The
short鄄term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69. 2% )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51. 2% )(P <
0. 01). The differences of the incidence rates of leucopenia and anaphylaxis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incidence rates of nausea and hepatic injury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ess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 05). The one鄄year and three鄄year survival rate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86. 3% and 54. 7% )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72. 6% and 41. 9% ),respectively(P < 0. 05). Conclusions:The reasonabl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moderate and advanced ovarian carcinoma patients treated with abdominal hyperthermia combined with TP program can improve the
short鄄term effects and long鄄term survival rate,and decrease the complications.
[Key words] ovarian neoplasms;nursing intervention;peritoneal hyperthermia;survival rate

摇 摇 卵巢癌在我国的发病率仅次于宫颈癌和宫体

癌,位居第三位,是女性生殖系统的常见肿瘤,也是

导致患者死亡风险最高的肿瘤之一[1]。 卵巢癌早

期发病隐匿、症状体征不明显,多数患者确诊时已进

入中晚期,往往出现腹盆腔内肿瘤的浸润、转移,紫

杉醇联合顺铂的 TP 方案被认为是中晚期卵巢癌治

疗的最佳手段[2]。 但外周静脉化疗药物浓度低、不
良反应明显等缺陷对患者预后造成了较大影响,为
此,有学者提出了腹腔热疗的辅助方案,取得了满意

的效果[3]。 本研究进一步探讨护理干预对腹腔热

疗联合 TP 方案治疗中晚期卵巢癌的疗效的影响,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 摇 一般资料 摇 选取我院肿瘤科 2010 年 1 月至

2012 年 1 月接受腹腔热疗联合 TP 方案治疗的中晚

期卵巢癌患者,选取标准:(1)经临床及病理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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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2)肿瘤病灶可测量或评价;(3)首次接受治

疗;(4)患者均处于卵巢癌芋期或郁期。 排除标准:
(1)心电图、血常规或肝肾功能检查发现治疗禁忌

证;(2)合并高血压或严重心血管系统疾病;(3)骨
髓造血功能异常;(4)体力状况评分臆70 分或预期

生存期臆3 个月。 共选取患者 234 例,随机分为对

照组和干预组各 117 例。 干预组年龄 49 ~ 67 岁;国
际妇产科协会(FIGO)卵巢癌分期[4]:芋b 期25 例,
芋c 期 64 例,郁期 28 例;组织学类型:浆液性 31 例,
黏液性 69 例,未分化癌 17 例。 对照组年龄 48 ~ 67
岁;FIGO 卵巢癌分期:芋b 期 28 例,芋c 期 62 例,郁
期 27 例;组织学类型:浆液性 28 例,黏液性 70 例,
未分化癌 19 例。 2 组患者一般资料均具有可比性。
治疗方案均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并经患者及

其家属知情同意。
1. 2摇 治疗方案摇
1. 2. 1摇 TP 方案化疗摇 化疗前预防不良反应:(1)地
塞米松(国药准字 H19990351,北京紫竹药业有限公

司)7. 5 mg,分别于化疗前 12 h 及 6 h 口服;(2)苯
海拉明(国药准字 H11020523,北京市永康药业有限

公司)50 mg,于化疗前 30 min 肌内注射;(3)盐酸格

拉斯琼胶囊(国药准字 H20030584,浙江海正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1 mg,化疗前 5 min 口服。 化疗药物:
(1)紫杉醇(国药准字 H10980066,北京华素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150 mg / m2,单次静脉滴注;(2)顺铂

(国药准字 H53021679,云南个旧生物药业有限公

司)75 mg / m2,单次静脉滴注。 化疗过程中给予水

化利尿,每 3 周为 1 个疗程,持续 4 ~ 6 个疗程。
1. 2. 2摇 腹腔热疗摇 每次化疗结束后 30 min 实施腹

腔热疗,操作方法:内生场肿瘤热疗机(NRL鄄004 型,
吉林省迈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腹腔局部升温,温
度 43 益,频率 36. 4 MHz,输入、输出功率分别为

600 W、2 000 W,持续 1 h。
1. 3摇 护理干预方案摇
1. 3. 1摇 TP 化疗护理摇 (1)化疗前护理:全面了解患

者病史、药物过敏史,向其讲述腹腔热疗联合 TP 方

案的主要机制、效果及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并给予

饮食指导,帮助患者制定合理的饮食方案,必要时给

予营养支持;(2)化疗中护理:化疗用药全过程行持

续心电监护,密切关注患者生理状态,对化疗过程中

出现的血压变化、过敏反应等及时通报医生,并进行

对症处理;(3)化疗后护理:化疗后每 15 min 帮助患

者交替侧卧位、仰卧位及坐位,同时注意引流管的稳

定情况,每隔 30 min 对患者体温、生理反应进行观

察,若出现体温升高(逸38 益)则及时实施物理降温

或药物治疗。
1. 3. 2摇 腹腔热疗护理摇 (1)热疗前护理:嘱患者排

空膀胱,摘下全部金属附属物,并对腹部皮肤进行冲

洗,对治疗室环境进行清扫;(2)热疗中护理:密切

关注热疗温度,保证热疗温度稳定在 43 益,偏差不

可超过 1 益,同时注意身体其他部位的保暖,实时与

患者沟通,若出现生命体征改变或意识变化,则及时

暂停腹腔热疗,进行对症处理,择机重新实施,热疗

过程中可在治疗室内播放舒缓、轻松的音乐;(3)热
疗后护理:嘱患者大量饮水,并补充糖盐水,稳定机

体水电解质平衡,同时给予高蛋白、高维生素、易消

化食物,嘱患者按照自身情况恢复锻炼。
1. 4摇 观察指标 摇 连续 2 个疗程结束后参照 WHO
肿瘤疗效评判标准进行近期疗效评价[5]。 完全缓

解(CR):未见可测量病变;部分缓解(PR):可测量

病变体积减小 50%以上;无变化(NC):可测量病变

体积减小不足 50%或增加不足 25% ;进展(PD):可
测量病变体积增加 25% 以上。 有效为 CR、PR 之

和。 同时参照 WHO 毒性评价标准[6]对其白细胞减

少、恶心呕吐、肝功能损伤、过敏反应等不良反应的

分度及发生率进行观察。
1. 5摇 随访摇 对 2 组患者进行 3 年的电话或门诊随

访,每 3 ~ 6 个月随访 1 次,观察其 1 年和 3 年生存

情况。
1. 6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和秩和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近期疗效比较 摇 干预组近期总有效率为

69. 2%,显著高于对照组的51. 2%(P <0. 01)(见表1)。

表 1摇 2 组患者近期疗效比较(n)

分组 n CR PR NC PD 总有效率 / % uc P

干预组 117 24 57 30 6 69. 2

对照组 117 19 41 43 14 51. 3 2. 58 < 0. 01

合计 234 43 98 73 20 60. 3

2. 2摇 2 组患者随访结果比较摇 所有患者均获得有

效随访。 干预组患者 1 年与 3 年生存率分别为

86. 3% (101 / 117) 和 54. 7% (64 / 117);对照组患

者 1年与 3 年生存率分别为 72. 6% (85 / 117) 和

41. 9% (49 / 117)。 干预组 1 年与 3 年生存率均高于

对照组(字21 年 = 6. 71,字23年 = 3. 85,P < 0. 05)。
2. 3摇 2 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摇 2 组患者疗程结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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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减少和过敏反应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而干预组恶心呕吐和肝功能损伤发生

率均低于对照组(P < 0. 05)(见表 2)。

摇 表 2 摇 2 组患者疗程结束后不良反应比较 [ n;百分率

(% )]

分组 n 白细胞减少 恶心呕吐 肝功能损伤 过敏反应

干预组 117 39(33. 3) 43(36. 8) 11(9. 4) 32(27. 4)

对照组 117 47(40. 2) 58(49. 6) 23(19. 7) 46(39. 3)

合计 234 86(36. 8) 101(42. 3)摇 34(14. 5) 78(33. 3)

字2 — 1. 18 5. 05 4. 96 3. 77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3摇 讨论

摇 摇 TP 方案化疗的目的是缩小肿瘤体积、消灭或抑

制微小转移灶的发生发展,从而改善患者的生存预

期,其作为首选方案在中晚期卵巢癌的临床治疗中

已得到广泛应用。 腹腔热疗可通过局部升温提高化

疗药物进入肿瘤细胞的浓度,同时有利于 DNA 修复

酶的抑制,从而阻断细胞损伤修复的过程,使化疗效

果得以加强;此外,40 益以上的温度可使肿瘤细胞

内化疗药物的排泄、调控受到抑制,使得化疗药物的

蓄积时间更长、单位浓度更高,可得到更为理想的肿

瘤控制效果。 但是在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率较高,
对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也使得其易继发感染等并发

症,对其预后存在影响,因此,为进一步提高治疗效

果,护理干预方式一直是临床研究的重点。
在治疗过程中的护理干预、配合是重要环节,这

有助于患者病情变化的密切观察、治疗配合度的提

升,也有利于患者预后及生活质量的改善。 在本研

究中,未采用护理干预的对照组近期治疗总有效率

为 51. 2% ,这和国内多项联合治疗研究[7 - 8] 结果相

似。 本研究在中晚期卵巢癌患者治疗前、治疗中及

治疗后实施全面护理干预,结果总有效率达到

69. 2% ,其不良反应发生率及生存质量均较文献[7]

报道的常规护理方案显著改善,显示出护理干预的

明显优势。
2 组患者白细胞减少和过敏反应发生率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而干预组恶心呕吐和肝

功能损伤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P < 0. 05)。 同时干

预组 1 年与 3 年生存率也均高于对照组 ( P <
0. 05) ,体现了护理干预在治疗中的明显效果。其

主要作用在于:(1)治疗前的心理护理、健康宣教有

助于患者精神状态的改善和治疗依从性的提高。
(2)化疗方案实施前,我们应用了多种预防不良反

应的药物,对提高患者化疗耐受度具有重要意义;在
化疗药物的应用中,应先输注紫杉醇再输注顺铂,这
有助于药物不良反应的降低。 (3)术中密切监护、
对症处理以及治疗室环境的优化对患者术中焦虑、
不安情绪的安抚有着积极意义。 部分患者在术中会

出现焦躁情绪,这使得其术中应激反应过度,对血

压、体温以及术后恢复质量等均有着明显影响。 我

们采取的护理措施有效控制了患者术中心理变化,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机体异常的发生。 (4)术
后饮食护理、嘱大量饮水有助于患者机体状态的恢

复,且避免了尿量减少导致的尿路阻塞甚至肾功能

损伤等并发症的发生,也有利于患者增强对治疗的

信心、减轻痛苦;此外,机体状态的恢复也有助于缓

解化疗药物带来的机体免疫功能下降,对感染的防

控作用明显。
总之,合理的护理干预方案有助于腹腔热疗联

合 TP 方案治疗的中晚期卵巢癌患者近期疗效的提

高,能减少治疗后并发症,提高患者远期生存率,对
提高医疗质量、改善医患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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