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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路径在病毒性脑炎患儿护理中的应用 

戴 芳 

[摘要]目的：探讨临床护理路径(clinical nursing pathway，CNP)对病毒性脑炎患儿护理质量的影响。方法：将 119例病毒性脑 

炎患儿随机分为CNP组(59例)和对照组(60例)。对照组采用一般的护理方法 ，CNP组采用 CNP护理方法。结果：CNP组患 

儿及家长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01)，并且 CNP组的护理缺陷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CNP的程序化和标准化能 

使护理由被动变为主动，使患儿获得较佳的护理服务，提高临床护理质量。 

[关键词]脑炎，病毒性；临床护理路径 ；护理质量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R 512．3 [文献标识码]A 

Application of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in children with viral encephalitis 

DAI Fang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People Hospital of Suixi County，Suixi Anhui 235 1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CNP)on children with viral encephalitis．Methods：One 

hundred and nineteen children with viral encephalitis were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59 cases)and the control group 

(60 cases)randomly．The routine nursing care was used in the control group，while the CNP was us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sults：The satisfactory degree in the CNP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01)，and nursing defect ofthe CNP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Conclusions：The normalization and routinization of CNP can turn nursing 

from passiveness to initiative，so that the best nursing service can be achieved，and thus improve the nurs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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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路径(clinical nursing pathway，CNP) 

作为以患者为中心的成效管理模式在当今已引起医 

务界的关注。它是一种制定好的，使临床治疗、护理 

有序进行，减少漏项、提高质量的管理方法；是针对 

特定的患者群体，针对特定的目标，进行详细的描述 

说明与记录 J。在这种模式下，护理工作不再是 

盲 目地执行医嘱，而是有计划、有预见地进行护理。 

2009年，淮北市三区一县病毒性脑炎的发病率明显 

高于往年，为了使患儿获得更有效的治疗和最优化 

的护理，我科于 2009年 6～7月对 119例病毒性脑 

炎学龄患儿进行分组对比护理，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男 93例，女26例；年龄 10个 

月至 14岁。随机分为 CNP组 59例和对照组 60 

例。诊断均符合《儿科学》(7版)病毒性脑炎诊断 

标准 。 

1．2 方法 (1)实施方法。对照组应用传统的护 

理方法，CNP组按 CNP进行护理，即根据我院临床 

工作实际由护士长协助护理小组制定出 CNP，内容 

包括入院安排、人院介绍、入院评估、入院宣教、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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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穿术并做好术后护理、常规检查及结果反馈、用药 

介绍、病情观察记录、疾病及相关知识宣教、评估患 

儿及家长的情况及时修定护理措施 、出院宣教指导、 

健康教育评价和满意度测评。(2)评价方法。出院 

当天对两组患儿进行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护理文件 

书写合格率和护理缺陷发生率的调查评估。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秩和检验。 

2 结果 

CNP组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1)(见表 

1)。CNP组的护理缺陷低于对照组(P<0．05)(见 

表2)。 

表 1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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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CNP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的、深化整体护理 

的医疗护理工作模式，是患者在住院期间针对特定 

的患者群体，以时间为横轴，以人院指导、检查、用 

药、治疗、护理、技能指导、出院计划等理想护理手段 

为纵轴，制定一个日程计划表，并对各项护理目标进 

行详细的描述说明与记录。其作为护理管理的新模 

式，通过制定和实施，使医护人员达成共识，规范了 

诊疗护理行为 ，充分满足了患者的知情权 ，提高 

了医疗护理质量和患者的满意度，对我国的护理管 

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表2可以看出，CNP的实施可以使护理缺陷 

的发生率降到最低。CNP的实施规范 了护理行 

为 ，使护士对要做的事情一 目了然，路径内容的 

制定使护士有序、有计划、有预见性的工作，避免了 

由于工作繁忙导致对患儿的护理出现疏忽，同时也 

避免了由于护士的个人水平和能力等问题造成的护 

理缺陷甚至差错。 

CNP可以提高护理质量。护士每天按照护理 

路径内容对患儿实施相应的护理措施，充分体现了 

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宗 旨。在 CNP实施过程中，护 

士是主动、有计划和预见性地进行护理工作，不再是 

被动、机械地执行医嘱，这种以主动护理取代被动护 

理的转变，培养了护士的成就感和自律性，提高了护 

士的工作效率和积极性 J，有效地保证了为患儿提 

供及时、高质量的护理 。 

由表 1可以看出，CNP可以大大提高护理满意 

度。在护理活动中，常由于护患双方沟通不到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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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各种纠纷，从而影响了护理质量及对护理工作的 

满意度 j。通过 CNP的实施，促进了护士与患儿及 

家长的沟通交流，使其感觉到护士的关心和帮助，融 

洽了护患关系，提高了护理满意度，减少了护患纠纷。 

CNP使健康教育更加规范化、具体化。针对患 

儿及家长对腰穿检查存在的恐惧心理，护士告之其 

检查的目的、意义、注意事项及配合要点，并把检查 

结果主动及时地反馈给患儿及家长，告之疾病的治 

疗、进展和转归，满足患儿及家长的心理需求，提高 

了患儿及家长的遵医行为，同时也提高了护士的健 

康教育能力和专业水平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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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在预防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感染中的应用 

田 静，王银娥，侯 丽 

[摘要]目的：探讨循证护理在预防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感染中的应用。方法：对40例中心静脉置管患者应用循证护理，从 医 

务人员的培训、选择适当的置管部位、皮肤消毒剂的选择及消毒程序、导管的固定方法等方面进行临床实践。结果：运用循证 

护理进行实践者，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感染的发生率降低。结论：应用循证护理指导预防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感染 ，促进 了 

直接经验和间接知识在实践的综合应用，降低了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感染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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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evidence—based nursing，EBN)直译为 

“以证据为基础的护理”，指护理人员在护理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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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现有的最好的科学证据对患者实施的护理⋯。 

目前，EBN正在成为现代护理发展的方向，被逐步 

应用于护理实践中。2009年 1月至2010年 1月，我 

院将 EBN应用于预防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感染中， 

收到良好效果，现作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