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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健康状态[4]。脑栓塞患者以抢救治疗后多数还会存在肢体

性训练对卒中足下垂患者下肢运动功能的作用[J ]．中国

的运动功能障碍，其中最主要的肢体运动功能障碍的表现形式

脑血管病杂志，2015，1(1)：7- 11．

就是偏瘫，患者肢体功能的康复程度，与其日常的独立生活能

[2] 中华神经科学会，中华神经外科学会．各类脑血管疾病

力以及后期的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因而对脑栓塞偏瘫患者实施

诊 断 要 点 [J ]． 中 华 神 经 科 杂 志 ， 1996， 29 (6)： 379-

有效的康复训练十分重要。

380.

本研究中，我们发现观察组患者干预后临床疗效，

[3] 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脑卒中患者临床神经功

Barthel 指数，生活质量均高于对照组，提示整体观念和辨证

能 缺 损 程 度 评 分 标 准 (1995) [J ]． 中 华 神 经 科 杂 志 ，

施护的中医理论指导下的中医情志、饮食、康复护理干预，有

1996，29(6)：381- 383.

利于患者阴平阳秘，内外气血通达，疏通肢体经络，强筋健

[4] 刘泰，钟洁．浅谈建立具有中医优势的卒中单元[J ]．时

骨，从而促进其肢体、语言的康复，有效减少致残率，进而提

珍国医国药，2012，23(10)：2571- 2573．

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和后期生活质量 。本研究结果显

[5] 钱佩琼．中医责任制整体护理模式在脑卒中急性期患者

示，对脑栓塞患者进行中医护理干预，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临

中应用的效果评价[J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12，28

床疗效、肢体功能、生活质量。

(2)：54- 5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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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膳护理干预对癌症化疗患者胃肠反应及营养状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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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药膳护理干预对癌症化疗患者胃肠反应及营养状态的影响。方法：将 60 例癌症化疗患者采用随机对照的
方式分为 2 组各 3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饮食指导，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药膳护理干预，比较 2 组化疗期间的胃肠反应、
营养状态和生活质量。结果：观察组干预 3 月后的恶心呕吐程度、便秘程度轻于对照组，食欲、进食情况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P ＜ 0.05）。观察组干预 3 月后营养指数高于对照组，血清白蛋白、血清总蛋白、血红蛋白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P ＜ 0.05）。观察组 Karnofsky 评分生活质量情况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2 组干预 3 月后三头
肌皮脂厚度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结论：药膳护理干预能够减轻癌症化疗患者的胃肠反应，改善化疗期间的
营养状态，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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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已经成为全球人类最大致死原因。化疗是恶性肿

见的不良反应，如恶心呕吐、便秘、腹胀、厌食等症状。这些

瘤患者重要的全身性辅助治疗手段，化学药物在杀死癌细胞的

症状的出现不仅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且也造成了营养物

同时，也对正常细胞造成了伤害。因此，化疗除了治疗效果以

质摄入的减少，导致患者抵抗力大幅度下降，化疗的耐受性降

外，还会给患者带来不良反应。胃肠道反应是化疗患者比较常

低，影响了治疗效果和预后 [1]。为提高癌症化疗患者治疗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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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质量，降低胃肠道反应，改善营养状态，笔者对 30 例癌

药可给予人参、党参、白术、黄芩、灵芝、山药、枸杞子、熟

症化疗患者(以胃癌为例)在常规饮食护理的基础上采用药膳干

地黄、当归等。生姜为“呕家圣药”，止呕效果好，化疗期间

预，结果报道如下。

可将生姜切成片状让患者含服。指导患者进食开胃健脾的药

1

膳，如：山药 10 g，黄芪 15 g，山楂肉丁、陈皮各 20 g，大

临床资料
纳入标准

1.1

①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

枣(2 个)，萝卜 100 g 等。指导患者进食行气健脾、降逆止呕

同意；②明确诊断，患者知晓自身病情；③无其他重要脏器功

的药膳，如阿胶粉、龙眼肉各 20 g，当归 15 g，赤小豆 100 g，

能障碍；④预计生存期均＞3 月，均有可测量的病灶、可评价

黄芪、党参、黄精各 10g，白参 5g。以上材料除阿胶外，其

疗效指标，化疗治疗；⑤无化疗禁忌症；⑥均无手术适应证、

余材料一起放进瓦堡内加水 1000 m L，温火煎熬至 400 m L。

不能耐受常规手术或患者不愿意接受手术；⑦对文字有认读能

去渣，将 100 g 粳米加入其中，再熬至 300 m L，让患者在化

力且无理解障碍；⑧年龄 18 岁以上。

疗期间服用，每次服用 60～80 m L，每天 3～4 次。

排除标准

1.2

①精神病、神经病者；②免疫系统严重疾病

3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观察指标

意者；③一般状况较差，不能耐受化疗；④合并有心、肾等重

3.1

要器官严重疾病者；⑤神经系统、造血系统、消化系统疾病

和便秘情况。参照 WHO 抗癌药物急性与亚急性毒性反应分度

者。

标准，分为 0～Ⅳ度，恶心呕吐、食欲和便秘三种分度越高，

1.3

一般资料

观察病例为 2011 年 10 月—2014 年 5 月本

(1)胃肠道反应：评价恶心呕吐、食欲、进食

症状越严重。进食的分度越高说明进食越困难。(2)营养指标：

院的胃癌患者，共 60 例。男 32 例，女 28 例；年龄 43～75

①营养指数：干预前和干预 3 月后，计算所有患者的营养指

岁，平均(59.5±16.8)岁。病程 2 月～8 年，平均(6.5±3.6)年。

数(prognos tic nutritional index，PNI)，按照分数的多少分为 3

肿瘤部位：胃窦 25 例，胃体 18 例，胃底 15 例，多部位 2

个等级，差为 40 分以下，中等为 40～45 分，优良为 45 分以

例。肿瘤类型：腺癌 52 例，鳞癌 8 例。肿瘤分期：Ⅰb 期 12

上。②生化指标：干预前与干预 3 月后，测定 2 组患者血浆

例，Ⅱ期 30 例，Ⅲ期 18 例。将 60 例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

总白蛋白、白蛋白、血红蛋白，操作方法均严格按照操作规程

分为 2 组各 30 例，2 组一般资料经统计学处理，差异均无统

进行，以上生化指标的测定结果在 2 个 SD 范围内。(3)三头肌

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皮脂厚度：取卧位，患者左侧手臂自然放于身侧，在肱三头肌

2

肌腹部位(即：左上臂肩峰至桡骨头连线之中心)，左手拇指和

治疗方法
2 组化疗方案基本一致(常规胃癌化疗方案)，2 组除饮食

护理的方法不同外，其他护理方法具有均衡性。
2.1

对照组

采用常规饮食指导。常规饮食指导：指导患者

食指轻轻提起皮肤皱襞，右手用皮脂厚度计进行测量，共测量
2 次，取平均值。(4)生活质量：参照 Karnofs ky 评分标准，在
治疗前后进行评价，若增加分数在 10 分以上为改善，变化小

进食易消化的流质、半流质的食物，告知患者饮食应高热量、

于 10 分为稳定，下降 10 分以上为降低。

高蛋白、高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A、C、E)，禁食有刺激性的

3.2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7.0 数据统计软件，计量资料

食物，勿暴饮暴食，忌烟酒 [2]。鼓励患者多饮水以促进化疗毒

以(x±s)表示，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百分比采用

性药物的排出。多食食物纤维，多吃水果，如苹果、桃子、梨

χ2 检验。

等，多吃全麦类的食物，少吃精制的面包和甜点。三餐合理搭

4

配，多吃瘦肉、鸡蛋和豆制品等，多吃含铁丰富的食物，如：

4.1

动物的肝脏、芹菜、油菜、番茄等。可将食物制成软烂状，有
利于饮食物的消化吸收，减轻脾胃负担。少吃或不吃不良烹调
方法制作的食物，如炸猪排、油条、烧焦的肉、鱼、烤鸡、烤

干预结果
2 组患者胃肠道反应情况比较

0.05)。观察组干预 3 月后恶心呕吐程度、便秘程度轻于对照
组，食欲、进食情况优于对照组。

鸭，腌制的咸鱼、火腿、香肠、咸菜、咸肉，烟熏的火腿、熏
肉、熏鱼等。出现不同的化疗毒副反应症状时对患者进行不同
饮食干预，如出现腹泻时避免食用牛奶，注意补充电解质；出
现恶心、呕吐，要少食多餐；出现神经毒性或便秘时，多吃粗
纤维丰富的食物，睡前饮用蜂蜜水。
2.2

观察组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药膳护理。药膳干预：

在常规饮食指导的基础上，鼓励家属参与患者的药膳干预(因

表1
胃肠反应
恶心呕吐
食欲
进食

为家属要配合烹饪食物)。向患者及其家属介绍中医药膳干预
的目的、意义、方法、注意事项以及预期效果。指导患者食物
多选用温补之品，如菱角、糯米、龙眼肉、花生和菠菜等。中

见表 1。2 组患者干预期

间均无Ⅳ度反应出现。2 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便秘

2 组患者胃肠道反应情况比较

分级

观察组(n=30)

对照组(n=30)

0～Ⅰ

1 8(60.0)

1 0(33.3)

Ⅱ～Ⅲ

1 2(40.0)

20(66.7)

0～Ⅰ

1 9(63.3)

1 0(33.3)

Ⅱ～Ⅲ

1 1(36.7)

20(66.7)

0～Ⅰ

20(66.7)

1 2(40.0)

Ⅱ～Ⅲ

1 0(33.3)

1 8(60.0)

0～Ⅰ

21(70.0)

1 3(43.3)

Ⅱ～Ⅲ

9(30.0)

1 7(56.7)

例(%)
P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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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患者干预前后营养指标及三头肌皮脂厚度情况比较

效的中医护理方法，体现了中医学“未病先防，防重于治”的

见表 2。干预前 2 组患者营养学指标及三头肌皮脂厚度情况比

治未病思想，能够调整人体的生理平衡，对人体机能和疾病起

4.2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干预 3 月后营养

调整与治疗作用。中医药膳在减轻化疗患者的毒副反应，缓解

指数高于对照组，血清白蛋白、血清总蛋白、血红蛋白均高于

症状，减少并发症，增强免疫力，提高造血功能，回复肝功能

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2 组干预 3 月后，三

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5]。中医药膳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促

头肌皮脂厚度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进化疗的顺利完成，改善患者的预后，延长生存期 [6]。甘薇通

表 2 2 组患者干预前后营养指标及三头肌皮脂厚度情况比较(x±s)
指标

观察组(n=30)

血红蛋白

干预前

(mg/L)

干预 3 月后 111.43±21 .34

84.54±1 4.52

对照组(n=30)

P

82.45±1 1 .89 >0.05
95.83±1 2.54

<0.05

64.80±2.77

63.79±3.28

>0.05

57.38±3.71

52.22±3.27

<0.05

32.43±3.65

31.60±3.52

>0.05

38.60±3.79

34.41±3.1 4

<0.05

三头肌皮脂 干预前

15.88±4.59

15.92±4.38

>0.05

厚度(mm)

15.12±6.1 4

14.98±3.93

>0.05

血清总蛋白 干预前
干预 3 月后

(mg/L)

血清白蛋白 干预前
干预 3 月后

(mg/L)

4.3

干预 3 月后

2 组患者生活质量情况比较

见表 3。观察组 Karnofs ky

评分生活质量情况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过比较中医饮食调护和常规饮食对大肠癌术后化疗期营养状况
的影响，认为中医饮食调护对患者的营养状态有一定的提高作
用，能够增加患者对化疗胃肠道反应的耐受力，改善患者的生
活质量[7]。蒋璇的研究结果显示，对胃癌化疗患者采用中医药
膳调护，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营养状况，提高预后营养指数和
血液营养指标[8]。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医药膳能够改善癌症化疗患者的营养
状态，并降低胃肠道反应发生的程度，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效果均优于常规饮食护理。这主要是由于中医药膳中的所用中
药(现代药理学均证实疗效)和食物共同起到了开胃健脾，补气
益血，温中止呃之效。综上所述，药膳护理干预能够减轻癌症
化疗患者的胃肠反应，改善化疗期间的营养状态，提高患者的
生活质量。

0.05)。
表3
组

2 组患者生活质量情况比较
改善
稳定
降低

别

n

观察组

30

1 7(56.7)

8(26.7)

5(1 6.7)

对照组

30

8(26.7)

1 5(50.0)

7(23.3)

5

χ2 值

例(%)
P

6.8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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