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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在乳腺癌根治术护理中的应用
胡聪慧
安徽省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微创外科，安徽蚌埠 233000
[ 摘要 ] 目的 研究循证护理模式在乳腺癌根治术患者术后功能锻炼中的护理效果。 方法 选择蚌埠市第三人
民医院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9 月收治的 58 例乳腺癌根治术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两组，试验
组（n=29）患者接受循证护理干预，对照组（n=29）患者接受常规护理，比较两种护理方法差异。 结果 试验组
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以及功能锻炼知识掌握情况高于对照组（P < 0.05）；试验组患者上肢的外展、前屈以及后
伸等关节活动度数据优于对照组（P < 0.05）。 结论 在乳腺癌根治术患者功能锻炼期间，实施循证护理模式
可以提高患者满意度，改善患肢功能，并加深患者对康复知识的理解，有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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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 the nursing of radical
mastectomy for breast cancer
HU Conghui
Department of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the Third People’
s Hospital of Bengbu, Anhui Province, Bengbu 233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nursing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mode in functional exercise after radical
mastectomy for breast cancer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58 patients who received radical mastectomy for breast
cancer in the Third People’
s Hospital of Bengbu from March 2019 to September 2020 were selected.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two groups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29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nursing method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patients’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knowledge of functional exercis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upper limb function evaluation
results of the two groups showed that the range of motion of the upper limb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During functional exercise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radical mastectomy for breast canc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model
can 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 improve the function of affected limb, and deepen the patients’understanding of
rehabilitation knowledge, which has broad clinical application prospects.
[Key words] Radical mastectomy for breast cancer; Functional exercise; Evidence-based nursing; Upper limb
function; Nursing satisfaction; Range of motion

乳腺癌是威胁女性生命安全的常见恶性肿瘤疾

法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29 例。试验组中，

病，临床主要采用乳腺癌根治术干预，现代医学技术

年龄 40~65 岁，平均（52.77±3.29）岁；乳腺癌分期：

发展显著提高了乳腺癌根治术的治疗效果，但是患

Ⅰ 期 19 例，Ⅱ 期 10 例。对照组中，年龄 41~64 岁，

者在术后依然面临上肢功能下降问题，影响生活质

平均（52.75±3.27）岁；乳腺癌分期：Ⅰ期 17 例，
Ⅱ期

量，而功能锻炼则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措施

[1-2]

。

12 例。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在传统护理模式下，
护理人员对于乳腺癌根治术后患

义（P >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本院医学伦理

者的功能锻炼缺乏正确认识，
导致患者对护理方案不

委员会批准后开展。纳入标准：①患者知情并自愿

满意，严重影响功能锻炼效果

[3-4]

。针对上述问题，本

参与本研究；②患者于本院接受乳腺癌根治术治疗；

研究以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收治的 58 例乳腺癌根治

③患者认知功能正常，对护理方案依从性良好。排

术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析循证护理模式的临床价值。

除标准：①认知功能障碍或者不愿意参与本研究患

1 资料与方法

者；②转院患者；③合并其他慢性疾病患者；④手术

1.1 一般资料

疗效不满意患者。

选择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9 月收治的 58 例乳腺癌根治术患者，按随机数字表

1.2 方法
对照组在乳腺癌根治术后接受常规护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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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护理人员为患者营造一个良好的功能锻炼环境，口
头介绍上肢功能锻炼的重要意义，并通过发放纸质
（或视频）宣传文件方法加深患者对功能锻炼的理解。
试验组接受循证护理干预。①掌握循证问题：
根据乳腺癌根治术后患者护理管理要求建立小组，
小组全体成员经过讨论并结合以往护理经验，确定
循证问题，即“如何强化乳腺癌根治术后患者功能

两组上肢关节活动度比较（°， xx±s）

组别

外展

前屈

后伸

试验组（n=29）

175.28±10.32

180.62±8.26

61.09±3.82

对照组（n=29）

165.44±10.18

170.38±8.41

52.28±3.46

t值

18.059

19.874

8.633

P值

0.002

0.001

0.001

2.2 两组护理满意度与功能锻炼知识掌握情况比较

锻炼效果”。②循证支持：护理人员在确定循证问

试验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以及功能锻炼知识掌

题后，先通过网络数据库查找与本主题关键词有关

握情况高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文献，了解相关学者的经验结论，并记录其中科学可

见表 2。

行的护理方案。利用小组晨会时期，
护理人员介绍自
己记录的护理方案，
在每个护理人员发言后通过头脑
风暴法总结护理方案的可行性，并整理成详细的护理
路径 [5-6]。③护理方案实施：a. 术后第 1~2 天，做肘
关节屈伸与握掌运动，每次 20 遍，4~5 次 /d。b. 术后
第 3 天，护理人员引导患者在健侧上肢帮助下做患

表2

两组护理满意度与功能锻炼知识掌握情况比较（分， xx±s）

组别

护理满意度

功能锻炼知识考核结果

试验组（n=29）

91.33±1.78

81.43±5.82

对照组（n=29）

86.81±2.25

60.73±5.94

t值

18.773

10.307

P值

0.009

0.000

侧上肢上举动作，确保患肢的抬举高度与头部平齐，
5 遍 / 次，3 次 /d。c. 术后第 4 天，健侧手握住患肢

3 讨论

大拇指，协助患肢向上抬举，直至超过头顶，每天做

对乳腺癌根治术患者尽早实施术后功能锻炼

3~5 次。d. 从术后第 5 天开始，健侧手臂开始托起肘

是降低手术损伤、促进患者康复的主要手段，但是由

关节向上抬举，并随着临床症状改善，可以将肩关节

于大部分患者缺乏术后功能锻炼知识，因此为了进

作为中心点，用患肢旋转，强化患肢运动耐受性。根

一步促进患者康复，需要对患者实施科学护理支持。

据患者体力与伤口愈合情况做旋转、抬举、外展等工

常规护理手段在实施阶段存在诸多不足，需转变护

作。e. 在乳腺癌根治术患者功能锻炼期间，护理人员

理手段，争取进一步提高功能锻炼效果 [6-7]。本研究

通过集体宣教法阐述功能锻炼的重要性，并逐一阐

详细分析循证护理模式的临床应用价值，结果显示，

述患者锻炼期间可能遇到的风险事件，加深患者理

试验组患者护理后外展、前屈、后伸活动度优于对照

解，提高依从性。④循证评估：结合患者的临床症状

组（P < 0.05），提示循证护理模式有助于强化肢体功

改善情况评估护理方案可行性，若患者症状改善不

能锻炼效果，护理后患者的上肢关节活动度显著增

明显，则提示护理方法不理想，需要做进一步改进。

加，这与循证护理下护理人员主动协助患者参与功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能锻炼等行为有关 [8-9]。两组患者的知识考核结果

采用量角器测量患者上肢关节活动情况，
活动度
[7]

以及护理满意度评估结果显示，试验组高于对照组

越大证明康复效果越好 ；定期评估患者对功能锻炼

（P < 0.05），提示循证护理模式具有满意效果，而出

知识的掌握情况，采用本院自制量表，Cronbach’s α

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循证护理方案在实施阶

为 0.823，重测效度为 0.870，满分 100 分，得分越高

段能够识别患者的诉求，并在循证中不断优化护理

证明知识掌握度越理想；通过纽卡斯尔护理满意度

干预过程 [10-11]。

量表 [8] 评价患者满意度情况，得分越高越满意。

循证护理关注护理方案中的循证证据，进而为
患者提供客观、优质的护理服务 [12]。在乳腺癌根治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5.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术后功能锻炼中，采用循证护理模式能明确临床护

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x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

理要点 [13-14]。将患者的知识掌握情况、护理满意度

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持，使护理人员可以深入了解乳腺癌根治术后功能

2 结果

锻炼要求，并解决患者护理中的现实问题，有助于降

2.1 两组上肢关节活动度比较

低乳腺癌根治术对患者的伤害，促进肢体功能改善，

试验组患者的外展、前屈以及后伸活动度整体
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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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作为护理工作的重点内容，实现有目的性护理支

与常规护理手段相比有满意效果 [15-16]。
综上所述，循证护理模式在乳腺癌根治术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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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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