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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护理干预对肺炎患儿临床疗效的影响

董爱华

[摘要]目的:探讨积极护理干预对肺炎患儿临床疗效的影响。 方法:将肺炎患儿 11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5 例。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给予积极护理干预。 对干预后 2 组患者的肺功能指标、症状消失时间及生活质量进行比较。
结果:干预后,观察组患儿的肺功能指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 < 0. 01),咳嗽、气喘和肺部体征消失时间均明显早于对照组

(P < 0. 01),生活评分和躯体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 结论:对肺炎患儿实施积极护理干预,可明显改善患儿的肺

功能,缩短症状消失时间,提高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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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osi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children with pneumonia
DONG Ai鄄hua

(The Linzi District People忆s Hospital of Zibo City,Zibo Shandong 2554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posi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children with pneumonia.
Methods:One hundred and ten children with pneumoni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55 cases
each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posi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respectively. The lung function index,symptoms disappearing time and quality of life between two groups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were
compared. Results: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the lung function index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the disappearance time of asthma,cough and pulmonary symptom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1),and the live and body score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Conclusions:The posi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children with pneumonia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ir lung
function,shorten the symptoms disappearance time and enhance quality of life,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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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呼吸道疾病是威胁儿童健康的常见疾病,对患

儿的危害较大,其中肺炎最为常见,多发于冬季和春

季,主要是由感染、不良刺激及变态反应等所导致的

气管及支气管黏膜的急性反应[1 - 2]。 临床表现为发

热、咳嗽、哮喘、气促、肺部湿罗音,严重者可导致患

儿的器官功能障碍,严重威胁患儿的生命健康[3 - 4]。
除对肺炎患儿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外,积极的护理

干预对于促进患儿的康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

研究对肺炎患儿分别进行常规护理和积极护理干

预,现对 2 种干预的临床疗效作一比较。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 2013 年 10 月至 2014 年10 月

我院收治的呼吸道疾病肺炎患儿 110 例,均符合小

儿支气管肺炎的诊断标准。 临床表现:发热、频繁咳

嗽、咽部痰鸣、气急、肺部细湿罗音。 其中男 60 例,
女 50 例;年龄 1. 5 ~ 12. 0 岁;病程 2 ~ 15 d;轻度

35 例,中度 50 例,重度 25 例。 将 110 例患儿按照随

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5 例。 2 组患

儿在性别构成、年龄等方面均具有可比性。
1. 2摇 实施方法摇 2 组患儿首先均给予止咳、化痰、
抗生素等对症治疗及相关辅助治疗,在此基础上给

予护理干预。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包括健康

宣教、吸氧、清除呼吸道异物及生命体征观察等。 观

察组给予积极护理干预:(1)健康教育。 向患儿家

长讲解小儿肺炎的发病原因、相关症状等临床知识,
以及药物治疗可能产生的不良反应。 (2)体位引

流。 对于引流时的卧位应根据患者的分泌物部位不

同进行合适的选择,可有效清除呼吸分泌物,以避免

堆积造成感染。 (3)保持呼吸道畅通。 采取半卧

位,对患儿的睡姿也应按时调整,嘱咐患儿家属定时

指导患儿进行有效咳嗽,配合扣背辅助排痰,可拍打

胸部,但用力不宜过大,可将患儿呼吸道中可能出现

的痰液排出,减少肺部发生充血现象。 (4)心理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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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护理人员应以微笑以及爱抚的语言、动作来面

对患儿,减少其恐惧心理,增加亲近感,提高治疗的

依从性。 (5)生命体征监测。 患儿出现烦躁不安、
呼吸急促、心率加快等情况时,应迅速给予吸氧和开

放静脉通道,输注急救药物;患儿咳出粉红色泡沫样

痰液,应迅速给予吸氧,并间歇吸入,吸入间隔不宜

超过 20 min;患儿病情突然加重,出现体温持续下降

或呼吸困难时,应立即配合进行胸腔闭式引流术。
1. 3摇 观察指标 摇 (1)对 2 组患儿的肺功能指标进

行记录和比较,包括肺活量(FVC)、第 1 秒用力呼出

气体体积(FEV1)、最大呼气中断流速(FEF 25% ~
75% )及最高呼气流速(PEF) [5]。 (2)对 2 组患儿

咳嗽、气喘和肺部体征消失时间进行记录和比较。
(3)对 2 组患儿的生活质量进行比较,采用少儿主

观生活质量问卷手册,主要对家庭生活、同伴交往、
生活环境、躯体情感进行调查[6]。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患儿肺功能指标比较摇 干预后观察组患

儿的肺功能指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P < 0. 05 ~
P < 0. 01)(见表 1)。

表 1摇 2 组患儿肺功能指标比较(x 依 s)

分组 n FVC / L FEV1 / L FEF 25% ~75% PEF

对照组 55 1. 56 依 0. 41 1. 72 依 0. 47 1. 86 依 0. 63 3. 67 依 0. 79

观察组 55 3. 53 依 0. 47 3. 12 依 0. 52 3. 76 依 0. 72 5. 92 依 0. 83

t — 23. 42 14. 81 14. 73 14. 56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5

2. 2摇 2 组患儿症状消失时间比较摇 干预后观察组

患儿的症状消失时间均明显早于对照组(P < 0. 01)
(见表 2)。

表 2摇 2 组患儿症状消失时间比较(x 依 s;d)

分组 n
咳嗽

消失时间

气喘

消失时间

肺部体征

消失时间

观察组 55 5. 54 依 1. 73 3. 25 依 1. 16 5. 25 依 1. 63

对照组 55 7. 64 依 2. 35 4. 76 依 1. 27 7. 74 依 1. 72

t — 5. 34 6. 51 7. 79

P — <0. 01 < 0. 01 < 0. 01

2. 3摇 2 组患儿生活质量评分比较摇 干预后 2 组患

儿的家庭和同伴交往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而干预后观察组患儿的生活评分及躯

体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见表 3)。

表 3摇 2 组患儿生活质量评分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家庭评分 同伴交往 生活评分 躯体评分

观察组 55 6. 56 依 1. 23 6. 25 依 1. 26 6. 45 依 1. 43 5. 85 依 1. 51

对照组 55 6. 65 依 1. 33 6. 06 依 1. 32 4. 94 依 1. 62 4. 53 依 1. 23

t — 0. 37 0. 77 8. 27 5. 03

P — >0. 05 > 0. 05 < 0. 01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肺炎是儿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 由于儿童自母

体接受的免疫力不断减少,加之儿童的咽喉及气管

较成人狭窄,支撑力弱,腺体分泌少;肺脏发育不成

熟,黏膜屏障功能不健全,极易受到细菌的感染,使
得气道内局部分泌物增多,造成患儿的呼吸困难、窒
息等。 儿科肺炎的临床特点是起病急、病情重、进展

迅速,严重者可诱发呼吸衰竭等严重并发症[7 - 9]。
因此,对肺炎患儿进行及时有效的药物治疗,并联合

合理的护理干预,对于患儿的疾病康复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积极护理干预是以患者为中心,强化临床基础

护理,深化临床护理专业的内涵,全面落实护理责任

制,深化护理专业内涵,整体提升护理服务水平。
“以患者为中心冶是在思想观念和医疗行为上,处处

为患者考虑,一切活动都要把患者放在首位;紧紧围

绕患者的需求,提高服务质量,控制服务成本,制定

方便措施,简化工作流程,为患者提供“优质、高效、
低耗、满意、放心冶的医疗服务。 其主要内涵包括:
满足患者基本生活的需要,保证患者的安全,保持患

者躯体的舒适,协助平衡患者的心理,取得患者家庭

和社会的协调和支持,用优质护理的质量来提升患

者与社会的满意度。 优质护理服务具有程序特性和

个人特性,即提供护理技术质量的方法、程序,与患

者沟通时采用的态度、行为、语言技巧[10 - 12]。
本研究结果表明,积极护理干预可明显改善肺

炎患儿的肺功能及咳嗽、哮喘、气促等临床症状,并
可明显提高患儿的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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