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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we analyzed and discussed the effect of continuity nursing to breast cancer patients’
postoperative life quality. Methods: 68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rom January 2015 to December 2016 in our hospital, 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the lottery taxonomy.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ed continuity nursing,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care. Then we compared the clinical care effect and postoperative life
quality between two groups’ patients. Results: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patients, multidimensional Piper revised fatigue scale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is lower [(3.22 - 0.54) vs
(5.17 - 1.28), P < 0.05),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rate of drug use, exercise and so on was higher
(P < 0.05), the quality of life was higher [(385.21 - 27.60) vs (200.58 - 20.74), P < 0.05). Conclusion:
Continuity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increase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rate 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nd improve the life quality and patients postoperative fatigue degree.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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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对延续性护理对乳腺癌术后生活质量的影响进行分析和探讨。方法：将我院2015年1月~2016年
文章引用: 王茂红. 延续性护理对乳腺癌术后生活质量的影响[J]. 护理学, 2017, 6(5): 156-160.
DOI: 10.12677/ns.2017.65031

王茂红

12月期间收治的68例乳腺癌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抽签法对其随机分组后，给予观察组患者延续性护
理，给予对照组患者常规护理，比较两组患者临床护理效果以及术后生活质量。结果：相较于对照组患
者，观察组多维度Piper疲乏修订量表得分更低[(3.22 ± 0.54)分 vs (5.17 ± 1.28)分，P < 0.05]，用药、
锻炼等行为遵医率更高(P < 0.05)，生活质量评分更高[(385.21 ± 27.60)分 vs (200.58 ± 20.74)分，P <
0.05]。结论：延续性护理可有效提高乳腺癌患者遵医率，改善患者术后生活质量和术后疲乏程度，值得
临床推广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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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乳腺癌是现阶段临床最为常见的一种女性恶性肿瘤[1]，其发病率可占女性所有恶性肿瘤的 41%左右，
手术切除肿瘤组织是目前临床治疗本病的主要途径，疗效尚可，在治疗期间甚至出院后，患者可出现不
同程度的生理和心理方面的问题，降低患者生存质量的同时，还可给患者最终的治疗效果带来负面影响
[2] [3]。由此可见，在治疗期间及出院后给予患者延续性护理，可以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降低并发症的
发生率，传统上对于乳腺癌患者的护理大多集中在院内阶段，患者一旦出院，护理便终止、中断，而患
者在出院后往往还需经历一段较长的恢复期[4]，因此为促进患者功能早日恢复，临床还应将院内护理延
续到院外。本研究对我院收治的 68 例乳腺癌患者采取延续性护理措施后，患者疲乏症状有效减轻，遵医
率和生活质量有效提高。现报告如下。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将 68 例乳腺癌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 34 例，年龄 41~70 岁，平均年龄(48.2 ± 3.5)岁；对照组
34 例，年龄 42~71 岁，平均年龄(48.3 ± 3.6)岁。两组患者年龄、病程、手术方式等资料的比较无显著差
异(P > 0.05)，有可比性。

2.2. 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包括生命体征监测、用药指导、并发症预防等。观察组患者接受延续性
护理，具体如下：① 出院前指导，患者出院前对患者行健康教育讲座，详细告知患者疾病相关知识和护
理注意事项；向患者发放《乳腺癌患者指导手册》，要求患者严格按照手册进行日常护理。② 出院前评
估，安排医护人员在患者出院前的 3~4 d 对患者进行全面护理评估，依据评估结果总结患者护理过程中
可能存在的危险因素，并以此为依据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③ 随访，结合使用电话随访和面访的方式
给予患者出院后指导，动态全面的了解患者康复情况。

2.3. 观察指标与评价标准
在出院前 1 周和出院后半年(通过电话随访)应用乳腺癌患者生活质量量表(QLSBC) [5]来评价患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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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质量，量表共包括躯体、心理、社会以及信仰因子 4 个维度，46 个条目，单项条目总分 10 分，量表
总分 460 分，得分越高，则患者生活质量越好，量表由患者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填写。
自制问卷调查患者遵医情况，问卷包括按时服药、锻炼、复诊以及合理饮食 4 方面内容，在医护人员指
导下由患者自行填写，计算患者上述各行为的遵医率。采用多维度 Piper 疲乏修订量表评估患者疲乏(CRF)
程度，分别于护理前 3d 以及护理结束后 3d 对患者进行测量，量表共包括行为、感觉、情感、认知 4 个
维度，22 个条目，10 分制，得分越低，则患者疲乏程度越低，无疲乏：0 分；轻度疲乏：1~3 分；中度
疲乏：4~6 分；重度疲乏：6~10 分。

2.4. 统计学分析
本次研究数据均接受统计学软件 SPSS20.0 的分析与处理，计量资料采用的形式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的形式表示，组间比较分别用 t、检验，当 P < 0.05 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 CRF 程度变化比较
护理前，两组患者多维度 Piper 疲乏修订量表得分均较高，即 CRF 程度较高，组间比较，不具有显
著差异(P > 0.05)；护理后，患者量表评分有效降低，即 CRF 程度改善，观察组患者降低幅度显著大于对
照组患者(P < 0.05)。详见表 1。

3.2. 两组患者遵医行为比较
观察组患者各项行为遵医率均在 90%以上，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P < 0.05)。详细数据见表 2。

3.3. 两组患者术后生活质量比较
护理前，两组患者各项生活质量指标评分以及总分的比较均不具有显著差异(P > 0.05)；护理后，患
者单项指标评分和总分均得到有效改善，组内比较差异显著(P < 0.05)，观察组患者改善幅度更大，组间
比较差异显著(P < 0.05)。详细数据见表 3。

4. 讨论
近年来，随着我国饮食结构、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变，现代女性乳腺癌发病率不断增加，世界卫生组
Table 1. The comparison of CRF level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care between two groups’ patients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 CRF 程度变化比较表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n = 34)

6.65 ± 2.17

3.22 ± 0.54

对照组 (n = 34)

6.61 ± 2.13

5.17 ± 1.28

P值

>0.05

<0.05

Table 2. The comparison of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between two groups’ patients
表 2. 两组患者遵医行为比较表[n (%)]
组别

例数

按时服药

按时锻炼

按时复诊

合理饮食

观察组

34

32 (94.12)

32 (94.12)

33 (97.06)

31 (91.18)

对照组

34

23 (67.65)

22 (64.71)

20 (58.82)

19 (55.88)

<0.05

<0.05

<0.05

<0.05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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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comparison of life quality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care between two groups’ patients
表 3.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生活质量比较表
指标

时间

观察组 (n = 34)

对照组 (n = 34)

P值

护理前

25.20 ± 4.12

25.63 ± 4.52

>0.05

护理后

88.93 ± 5.22

42.39 ± 4.79

<0.05

护理前

39.66 ± 4.76

40.72 ± 4.51

>0.05

护理后

100.94 ± 5.76

62.34 ± 6.71

<0.05

护理前

35.18 ± 3.52

34.29 ± 3.78

>0.05

护理后

98.73 ± 4.56

50.33 ± 6.59

<0.05

护理前

36.91 ± 4.70

35.89 ± 4.53

>0.05

护理后

95.42 ± 5.71

49.87 ± 3.28

<0.05

护理前

134.72 ± 18.96

140.71 ± 19.63

>0.05

护理后

385.21 ± 27.60

200.58 ± 20.74

<0.05

躯体因子

心理因子

社会因子

信仰因子

总分

织 2010 年统计显示，目前乳腺癌的全球发病率约为 10%左右，占所有女性恶性肿瘤的第 2 位[6]。在医
学技术和医疗器械不断进步的今天，临床对于乳腺癌的诊治已经较为成熟，乳腺癌患者治疗有效率不断
增加、病死率不断降低，但与此同时，重治疗轻术后护理的问题也不断突出，导致患者术后得不到及时
的相应的护理而失去最佳康复时机[7]。
因此，在对疾病进行积极治疗的同时给予患者对应的护理支持是十分重要的，随着护理学科的快速
发展，现阶段国内外相关临床护理工作者已对乳腺癌术后患者出院护理模式展开了探索，延续性护理应
运而生，具体来说，延续性护理指在整体护理基础上发展而来，将院内护理继续和延伸到院外，以保证
患者获得持续、不间断护理，进而有效巩固患者的整个康复治疗过程，最大限度降低病情恶化率，提高
治疗有效率的护理模式[8]。
本次研究数据显示，护理结束后，观察组患者多维度 Piper 疲乏修订量表得分低于对照组患者，按时
服药、锻炼、复诊以及合理饮食等行为遵医率优于对照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患者，上述指
标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提示，延续性护理不仅是提高乳腺癌术后患者生活质量的有
效途径，同时也是改善患者遵医行为、减轻患者疲乏状态的有效方式，与以往相关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延续性护理对于乳腺癌患者术后生活质量的提高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临床进
一步推广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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