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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 例恶性肿瘤患者进行链式激活的免疫细胞生物治疗 治疗后 例出现皮肤过敏 例因病情严重未按疗程完成细胞

治疗 例患者顺利完成细胞治疗 无其他不良反应 治疗前积极健康教育引导患者及家属配合治疗 细胞制备 输注中严格无

菌操作防止细胞液污染 预防并发症发生 同时全程加强心理护理 提高患者对治疗的信心 对链式激活的免疫细胞治疗的顺利开

展起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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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治疗是指通过应用各种生物制剂和手段 调

节和增强机体自身免疫和抗癌能力 达到抑制和杀灭

癌细胞的一种治疗方法 年美国国家癌症中

心把生物治疗列为肿瘤综合治疗的第 种模式 作为

手术 放疗 化疗三大常规模式的有益补充 链式

激活的免疫细胞 下

称 细胞 是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院免疫研究

所 等 发明的一种用于肿瘤生物治疗的

专利技术 该技术应用肿瘤患者的外周血淋巴细胞

经活化刺激 获得对肿瘤的特异性杀伤功能 回输后

可在体内杀伤肿瘤细胞 细胞适合于大部

分肿瘤的治疗 如肾癌 膀胱癌 卵巢癌 结肠癌 肺

癌 肝癌 胃癌等 其主要优势表现为保留了 细

胞 主要效应细胞 辅助细胞和细胞毒 细胞可以

杀伤 表达为 限制型的肿瘤细胞 效应细胞

可反复利用 次杀伤活力不减 培养过程简单 时间

短 技术易掌握 术前术后均可使用 我院自 年

月开展该项治疗以来 已经为近 例患者进行了

治疗 效果满意 现将护理总结如下

临床资料

一般资料 我院 年 月接受

细胞治疗的 例恶性肿瘤患者 男 例 女 例

年龄 岁 平均 岁 原发肿瘤 胃癌

例 肺癌 例 乳腺癌 例 肾癌 例 结肠癌

例 直肠癌 例 肝癌 例 恶性黑色素瘤 例 其他

肿瘤 例 由患者本人供血 例 由子女或同胞

兄弟姐妹供血 例

治疗方法 应用 血细胞分离机

及配套的采血管路 美国 公司生产 对患者或

家属通过外周静脉穿刺或深静脉置管后 连接安装在

血细胞分离机上的采血管路 设定血液单个核细胞分

离程序 血液通过分离机循环后回到体内 分离机只

采集血液单个核细胞约 整个采血过程约需

将采集的血细胞在符合 的实验室中进

行单个核细胞的分离 培养 诱导 激活 配制 保存及

复苏等 细胞在实验室培养至收集需 诱导成功

后的细胞平均分为 份 保存在 的低温箱中

待细菌培养结果合格后即可回输 输注前先行细胞

复苏 加入配制好的白蛋白盐水中 每袋总量约

回输方法同输血操作 每次回输 份 次 周

周为 个疗程 细胞每回输 次后上病房回访 次

从采血到首次回输需 等待回输期间患者可

按原肿瘤治疗计划接受化疗 放疗及支持治疗等

结果 本组 例回输细胞后出现局部皮肤瘙

痒 潮红等过敏症状 经口服或肌内注射马来酸氯苯

后症状消失 终止 细胞回输 例因病情严

重或合并其他并发症未按疗程完成 细胞治

疗 其余 例均顺利完成治疗 未发现 细

胞回输导致的其他不良反应

护理

细胞输注前护理

采血前护理 采血前 告知患者进食清淡

食物 避免因为血脂升高影响细胞分离效果 提前

评估患者的血管情况 一般穿刺较粗静脉 如肘正

中静脉 如果血管不能满足采血需求 在采血前

行深静脉置管 向患者及家属介绍采血操作过程及

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 如过敏反应 发热反应 抗凝剂

中毒反应 暂时性低血压 机器故障及管路泄漏 其他

与疾病相关的意外 如心脏病患者有发生心脏骤停的

可能等 在保证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的前提下 指导

患者做好治疗前的心理准备和身体准备 完善相关生

化检查如血常规 输血前四项 肝肾功能 凝血系列

等

采血中护理 采血过程中严格无菌操作 根

据患者身高 体质量及血常规监测结果正确输入数

据 及时调整各项参数 保持采血管路畅通 确保采

血过程顺利进行 医生和护士全程看护 发现意外及

时处理 由于采血针较粗 采血结束后在穿刺血管处

按压 以上 直至不出血 如为深静脉置管 拔

护理学杂志 年 月第 卷第 期 综合版



管后按压 以上 静卧 以上 如果采用动脉

穿刺或患者血小板较低 需要在穿刺部位按压

以上 按压结束后取无菌纱布覆盖穿刺点 内密

切观察有无出血 由于采血时需应用枸橼酸钠抗凝

故应密切观察有无低血钙症状 如出现口唇麻木 抽

搐 烦躁不安等症状 应立即遵医嘱于 葡萄糖注

射液中加入 葡萄糖酸钙静脉注射 以缓解症

状 本组患者中无一例出现低血钙症状

细胞培养 保存 复苏中的护理 细胞培养环

境需符合 要求 所有进入实验室物品需经过消

毒处理 物体表面经 乙醇擦拭 紫外线照射至少

后方可经传递仓进入实验室 工作人员须经

全面防护方可进入实验室操作间 细胞液制

备完成后 须取少量样本做细菌培养 细菌培养合格

后方可给患者输注 不需输注的细胞液须在

的低温箱中保存 输注前经复苏后加入配制好的白蛋

白盐水中 每次输注的细胞数目根据患者的细胞培养

结果计数而得 平均分配至 次 原则上要求细胞数

目每次不少于 各项操作必须严格执行无菌

操作原则 并密切观察各项设备性能 确保各项仪器

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细胞回输护理 细胞治疗 个

疗程共回输细胞 次 每周一 三 五回输 输注前

向患者详细介绍输注的过程及有关注意事项 指导患

者配合回输 轻轻摇匀悬液使细胞均匀分布 使用输

血胶管按输血操作执行 输注前后以 氯化钠注

射液冲管 首次输注初始 内滴速

如无不良反应可根据病情调至

内输完 输注结束后嘱患者卧床休息 左

右 穿刺处肢体避免剧烈活动 输注中加强巡视 防

止细胞凝集堵塞输血器 同时严密观察患者的体温

脉搏 呼吸 血压等生命体征 患者如有皮肤瘙痒 胸

闷不适 寒战等症状及时通知医生并配合处理

心理护理 恶性肿瘤治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许多患者因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 照顾者因随时面临

失去亲人的痛苦承受了巨大的心理负担 因此对患者

及家属积极的心理干预至关重要 针对患者和家属

初次接触 细胞治疗比较陌生的心理 在患者

接受此治疗前详细向其介绍 细胞治疗的原

理 过程及效果 举成功案例帮助患者建立治疗的信

心 对患者和家属提出的各项疑问合理解答 为其提

供优质护理 拉近与患者的关系 使患者及家属对医

护人员在心理上产生充分信任感 治疗过程中密切

观察患者及家属的心理变化 鼓励患者说出内心真实

想法或疑惑 采取不同的情感支持和心理干预 使患

者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情

建立家庭 社会支持系统 在治疗的过程中协

助患者建立自己的家庭 社会支持系统 鼓励加强与

家属及朋友乃至病友的沟通和交流 同时协调指导患

者的亲友主动关心患者的生活 治疗情况 增强患者

治疗 康复的信心和勇气 避免产生抑郁 绝望 自杀

等负性情绪和行为 同时积极开展医患交流 护患交

流 患患交流 定期举办抗癌知识讲座 呼吁社会关注

和关爱 使患者感受到来自家庭 社会的温暖 更加积

极地配合治疗和护理

并发症的观察与护理 采血操作中 名护

士全程陪同 密切观察患者有无过敏反应 发热反应

抗凝剂中毒反应 暂时性低血压等情况发生 如有发

现立即通知医生并配合处理 本组 例出现局部皮

肤瘙痒 潮红等过敏症状 经以对症处理后症状消失

终止 细胞回输 同时采血前必须 人核实采

血机预旋转正常工作 确保无机器故障及管路泄漏的

发生 采血后 内每日查看采血血管 观察有无出

血 皮下渗血等发生 细胞培养 保存 复苏中必须严

格无菌操作 避免细胞受到细菌感染 且输注前必须

经 次及以上细菌培养阴性方可给患者输注 本组

病例未发生其他并发症

小结

细胞治疗与手术治疗 放射治疗及化学

治疗等均可配合进行 具有特异性强 效果显著 几乎

无不良反应等优点 正逐步成为肿瘤综合治疗中的一

个重要手段 也是当前肿瘤治疗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

的热点与发展方向 在治疗过程中严格无菌操作 加

强细胞回输护理是保证治疗顺利开展 提高治疗效果

的关键 同时要积极开展全程心理护理提高患者及

家属对治疗的认知度 加强细胞液制备过程中的监

管 保证患者顺利完成治疗 使更多的患者受益于此

治疗方法 随着生物治疗技术的进一步开展 对护理

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细胞治疗过程中的

护理配合尚需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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