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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nursing
pathway in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on FOLFOX

WCJD|www.wjgnet.com

chemotherapy, and to observe its effect on
patient compliance.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twenty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who underwent FOLFOX
chemotherapy at Lishui Central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2 to December 2013 were divided
into either a research group or a control group,
with 6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nursing care, and the
research group received nursing pathway.
Nursing effects and patient complianc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背景资料

FOLFOX化疗方
案是治疗的结直
肠癌的重要方法
之一, 且临床中
具有较好的应用
效果, 但是这种
化疗方案中很容
易出现骨髓抑制
和肝肾脏损害等
情况, 导致患者
治疗依从性降低.
因此, 提高患者
治疗依从性在临
床中具有重要的
意义.

RESULTS: The care satisfaction score and
complianc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research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87.4
± 6.3 vs 69.2 ± 7.2, 96.7% vs 80.0%, P < 0.05).
The rate of adverse reaction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research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11.7% vs 30.0%,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in patients on FOLFOX
chemotherapy is feasible and can improve the
patient complianc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 2015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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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本文重点分析在
FOLFOX化疗治
疗结直肠癌过程
中推广临床护理
路径的效果, 并
对其实施是否可
以提高患者的临
床治疗依从性和
护理满意度等问
题进行深入探讨.

化疗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在常规化疗的过程
中实施针对性的护理, 对改善其治疗依从性具

摘要
目的: 探讨护理路径在结直肠癌患者
FOLFOX化疗方案护理中的应用, 并观察其
对治疗依从性的影响.
方法: 选取丽水市中心医院2012-01/2013-12
接受FOLFOX化疗方案治疗的120例结直肠
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将其依据不同护理方
法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 各60例. 对照组给
予常规护理模式护理, 研究组给予护理路径
模式护理, 观察两组的临床护理效果与治疗
依从性.
结果: 研究组的护理满意度评分、治疗依
从性较对照组高(87.4分±6.3分 vs 69.2分
±7.2分, 96.7% vs 80.0%)(P <0.05). 研究组
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11.7% v s
30.0%)(P <0.05).
结论: 临床中对于FOLFOX化疗方案治疗的
结直肠癌患者护理中实施临床护理路径模
式是可行的, 能够提高患者的化疗治疗依从
性与护理满意度, 值得临床中应用推广.
© 2015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关键词: 结直肠癌; FOLFOX方案; 护理路径; 依
从性
核心提示: 本研究重点对护理路径模式在直肠
癌患者行FOLFOX化疗治疗中的应用效果进行
分析, 并采取随机对照的方法对其进行分析, 阐
述了护理路径模式可以提高患者的化疗治疗依
从性与护理满意度, 并降低不良反应.
胡菲, 吴燕, 王芳. 护理路径在提高结直肠癌患者行
F O L F O X化 疗 方 案 的 依 从 性 中 的 应 用 . 世 界 华 人 消 化 杂

有重要的意义[2,3]. 本次研究重点探讨结直肠癌
患者在FOLFOX化疗方案治疗中实施临床护
理路径模式的应用效果, 并观察其是否对提高
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产生影响, 具体的分析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选取丽水市中心医院2012-01/2013-12
接受FOLFOX化疗方案治疗的120例结直肠癌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将其依据不同护理方法分
为研究组与对照组, 各60例. 研究组与对照组
患者的性别、年龄和临床分期以及病理类型
与文化程度等基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 >0.05)(表1), 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 KPS
评分在60分以上, 且术后完成6个周期的化疗;
均采取FOLFOX(奥沙利铂+亚叶酸钙+氟脲嘧
啶)化疗方案治疗; 患者的意识清晰, 且无认知
功能障碍; 患者知情同意, 且经过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 排除标准: KPS评分不足60分, 且自
行延期化疗的患者; 伴有交流和感觉功能障碍
患者; 不同意此次临床研究对象.
1.2 方法
1.2.1 护理: 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的护理模式进
行护理, 患者入院之后进行详细的介绍医院情
况, 包括医院环境和规章制度以及护士状况等,
并且依据医嘱对其进行化疗, 回答患者的相关
问题, 及时的处理化疗期间的不良反应. 同时,
做好患者的出院指导, 并告诉患者下次的化疗
时间和计划. 研究组患者实施针对性的护理路
径模式护理, 具体的方法如下: (1)临床护理路
径表制定: 依据结直肠癌疾病化疗特点和临床
护理路径的特点进行制定临床护理路径表, 收
集相关资料, 并提出结直肠癌患者在FOLFOX

志 2015; 23(34): 5549-5553 URL: http://www.wjgnet.

化疗护理中面临的问题和注意的事项, 从而确

com/1009-3079/23/5549.asp DOI: http://dx.doi.
org/10.11569/wcjd.v23.i34.5549

定临床护理路径的内容, 制定护理路径的表格.
以时间作为临床护理路径表的横轴, 以临床护
理内容作为纵轴, 并且制定标准化的护理流程,

■相关报道

临床中对于临床
护理路径模式的
护理已经有相关
的报道, 均认为
这种护理模式属
于一种新型模式,
且对规范护理方
案和提高患者的
临床护理满意度
具有重要的意义.

0 引言

临床护理路径表主要包括入院的常规检查指

结直肠癌是临床中常见疾病之一, 在临床中具

导、化疗前准备、临床用药治疗、化疗后的

有较高的发病率, 多数患者临床诊断发现为中

不良反应、饮食指导、肢体功能锻炼和健康

晚期, 手术治疗的作用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临

教育以及出院后的计划等, 护理人员应对每日

床中常常采取化疗或者放疗治疗, 但是这种疗

的完成情况进行做好相应的记录[4]; (2)临床护

法的治疗周期长, 且不良反应比较大, 导致患

理路径的实施: 实施前医院的专家小组应对临

[1]

者的治疗依从性大大降低 . 因此, 临床中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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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护理路径小组的成员进行针对性培训, 使其

2015-12-08|Volume 23|Issue 34|

胡菲, 等. 护理路径在提高结直肠癌患者行FOLFOX化疗方案的依从性中的应用
表 1

■创新盘点

研究组与对照组一般资料对比

项目

对照组

t值

P值

35/25

36/24

0.703

>0.05

47.9±6.4

48.5±5.9

0.711

>0.05

0.316

>0.05

0.407

>0.05

0.225

>0.05

研究组

性别(男/女)
年龄(岁)
病理类型[n (%)]
结肠癌

33(55.0)

34(56.7)

直肠癌

27(45.0)

26(43.3)

Ⅱ期

28(46.7)

29(48.3)

Ⅲ期

32(53.3)

31(51.7)

TNM分期[n (%)]

文化程度[n (%)]
高中及以下文化

20(33.3)

25(41.7)

高中以上文化

40(66.7)

35(58.3)

表 2

本 次 研 究 对
FOLFOX化疗治
疗结直肠癌过程
中实施临床护理
路径模式进行分
析, 并从临床治
疗依从性和临床
护理满意度以及
化疗期间不良反
应等情况进行了
解, 更好的了解
临床护理路径的
应用优越性.

研究组与对照组患者化疗治疗依从性对比 (n = 60)

依从性[n (%)]

分组

优

良

差

研究组

40

18

2

58(96.7)

对照组

28

20

12

48(80.0)

2
χ值

3.063

P值

<0.05

能够充分的了解临床护理路径的具体内容和

良反应状况: 依据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抗癌药

实施方法以及注意事项. 责任护士应先向患者

物毒性急性反应的标准进行评估, 密切的观察

进行发放临床护理路径表, 全面的讲解实施的

不良反应.

内容和时间点以及注意事项, 并取得患者的积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的数据资料均采

极配合. 同时, 护理人员应严格地按照路径表

取S P S S19.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与处

的内容进行实施, 且对于每天已经实行的应做

理, 计量资料采取mean±SD进行表示, 独立样

好签名标记. 另外, 路径小组应详细的分析和

本采取t 进行检验, 计数资料采取χ 2进行检验,

处理相关问题, 并在整个护理过程中不断修改

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和完善护理路径表 .
1.2.2 临床护理路径表评定: (1)临床护理满意

2 结果

度: 采取医院自制临床护理满意度调查表进行

2.1临床护理满意度评分与治疗依从性观察 研

评估, 并参考卫生部相关临床路径管理试点进

究组患者临床护理满意度评分、显著地高于

行综合评估, 量表分值为0-100分, 分值越高则

对照组(87.4分±6.3分 vs 69.2分±7.2分)(t =

表示患者的临床护理满意度越高. 低于60分为

5.177, P <0.05). 治疗依从性明显高于对照组

不满意, 而分值在60-69分为较不满意, 而分值

(96.7% vs 80.0%)(P <0.05)(表2).

在70-79分为一般满意, 分值在80-89分为比较

2.2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观察 研究组不良反应

满意, 分值在90分以上为满意; (2)化疗治疗依

发生率11.7%, 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30.0%,

从性: 化疗治疗依从性主要分为3个等级, 优:

研究组明显地高于对照组, 两组数据比较差异

患者能够完全的接受治疗方案, 并顺利完成治

有统计学意义(P <0.05)(表3).

疗, 且较好的配合临床护理路径实施; 良: 患者
部分接受化疗治疗方案, 且对临床护理路径的

3 讨论

实施部分给予配合; 差: 患者偶尔或者不接受

结直肠癌在临床中具有较高的发病率, 严重的

化疗方案, 并且对临床护理路径的实施不予以

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临床中结直肠癌患者在

配合. 临床治疗依从性 = 优%+良%; (3)化疗不

治疗的过程中, 经常面临各个方面的压力,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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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本研究在临床实
际工作中的应用
价值高, 且对以
后推广临床护理
路径的实施具有
重要的作用. 同
时, 临床护理路
径模式属于新型
护理模式, 在以
后的临床应用中
具有广泛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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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依从性: 称顺从
性、顺应性,指
患者按医生规定
进行治疗、与医
嘱一致的行为,
习 惯称患者“合
作”, 反之则称
为非依从性;
临床路径: 是由
临床路径发展小
组内的一组成员,
根据某种诊断、
疾病或手术而制
定的一种治疗护
理模式, 按照临
床路径表的标准
化治疗护理流程.

研究组与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 (n = 60)

表 3

分组

消化系反应

白细胞减少

血小板减少

发生率[n (%)]

研究组

2

2

3

7(11.7)

对照组

5

7

6

18(30.0)

2
χ值

6.024

P值

<0.05

致其临床治疗依从性也逐渐降低. 尤其在化疗

不良反应进行制定治疗措施, 最终大大地降低

治疗的过程中, 经常伴随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

了不良反应的发生[13,14]. 同时, 对化疗期间出现

导致患者的治疗依从性降低[6]. 因此, 临床中提

的不良反应及时的进行处理, 更好的提高患者

高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治疗依从性对改善其

的满意度与治疗依从性. 临床护理路径的实施

预后具有重要的意义.

使得整个护理工作更加协调, 并且护理流程更

FOLFOX化疗方案是治疗结直肠癌的常

加规范化, 从而使得护理人员的目标明确, 操作

见方法之一, 且对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具有重要

行为更加规范, 最终确保了整个护理的质量, 大

的作用. 但是, 临床中应用这种治疗方法会增

大提高患者的临床护理满意度[15].

加骨髓抑制和肝肾脏的损害作用. FOLFOX化

总之, 临床中对于FOLFOX化疗方案治疗

疗期间加强针对性的护理很有必要. 随着护理

的结直肠癌患者护理中实施临床护理路径模

模式的不断转变, 临床护理路径模式得到临床

式护理效果显著, 能够提高患者的化疗治疗依

中广泛的应用, 且每一项护理均有相应的文献

从性与护理满意度, 并且进一步降低化疗间的

作为支撑, 使得临床护理更加规范化和科学

不良反应, 值得临床中应用.

化

[7,8]

. 经过此次的临床研究分析, 临床中对于

FOLFOX化疗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实施临床护
理路径模式护理是可行的, 能够极大地提高患
者的临床护理满意度和化疗治疗依从性, 并进
一步降低化疗出现的不良反应. 由此说明, 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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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价

本文的临床实际
应用价值高, 为
以后临床中推广
临床护理路径提
供指导作用. 文
章的观点鲜明,
观察指标可行,
可读性强, 值得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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