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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饮食护理治疗腹泻的临床效果
及对患儿家属满意度的影响
相 琼
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监护室，陕西西安 710032
[ 摘要 ] 目的 探讨针对性饮食护理治疗腹泻的临床效果及对患儿家属满意度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 2017
年 8 月 ~ 2018 年 8 月收治的腹泻患儿 280 例，按照入院编号奇偶数随机分为观察组（140 例）与对照组
（140 例），两组患儿均接受心理指导、健康教育等综合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用针对性饮食护理，观察
两组患儿治疗效果及家属满意情况。结果 观察组患儿治疗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P ＜ 0.05），观察组、
对照组患儿发热、腹泻、腹痛等主要症状缓解时间分别为（1.76±0.38）d、
（2.56±0.61）d、
（2.01±0.55）d 与
（2.02±0.40）d、
（2.81±0.65）d、
（2.89±0.60）d，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干预前，两组患
儿面部表情疼痛量表（FPS-R）评分分别为（3.20±0.56）分、
（3.18±0.60）分，差异无统计意义（P ＞ 0.05），
干预后，观察组与对照组患儿 FPS-R 评分分别为（0.51±0.18）分、
（1.07±0.32）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患儿家属对护理满意度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结论 给予腹泻患儿针对性饮食
护理干预可有效辅助治疗，缩短病程、缓解疼痛，提高家属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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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由于消化系统发育尚未完全成熟，消化
酶活性较低，因此当内环境、外环境出现变化时，极
易引起消化功能紊乱，而导致腹痛、腹泻等发生，多

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儿均接受心理指导、健康教育、病情监

数患儿病情较轻，可自愈，极少数患儿可出现脓血、

测及保暖措施等，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

高热等较严重症状 ，因此在治疗同时配合积极的

针对性饮食护理，具体方法如下：
（1）母乳喂养婴

护理干预有着积极意义。针对性护理干预为近年

儿：可继续喂养母乳，适当缩短喂养间隔，一般为 3

来护理学科新兴的护理模式，在综合性评估患者

h/ 次。在母乳喂养前，母亲可让患儿将一侧乳房完

病情后给予针对性的护理干预，达到对症干预的效

全吸空后换另一侧，从而使其可喝到脂肪丰富的后

果。我院近年来在部分腹泻患儿护理中采用针对

段奶，有效缓解腹泻症状。此外，母乳作为婴幼儿

性饮食护理，效果确切，现报道如下。

唯一的饮食来源，母亲需避开易引起腹泻、肚胀的

1

资料与方法

海鲜、油炸及生冷等食物，避免加重患儿肠道负担

临床资料

引起的肠绞痛等。泡沫样大便与母亲摄入糖类、淀

选取我院 2017 年 8 月 ~ 2018 年 8 月收治的腹

粉类食物过多有关，奇臭难闻大便多由蛋白质摄入

泻患儿 280 例，均符合《“儿童腹泻病诊断治疗原

过多引起，大便发亮与过多进食脂肪相关，蛋花样

则的专家共识”解读》中关于腹泻的诊断标准 ，病

大便多发生于致病性大肠杆菌性肠炎、病毒性肠炎

程≤ 72 h，临床资料完整且家属知晓本次研究并签

等，豆腐渣样大便多是由霉菌引发，因此在饮食护

署知情同意书。排除阿米巴痢疾、细菌性痢疾等引

理时，医护人员需关注患儿粪便形态，并针对性地

起的腹泻、脱水量＞体重 10%、肺脏及血液系统等

对乳母及母亲进行饮食指导，针对性地调整饮食。

重要疾病者。按照入院编号奇偶数随机将其分为

（2）奶粉喂养患儿：由于腹泻可引起脱水等表现，

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140 例。观察组：男 75 例，女

因此此类患儿在保持原有喂养间隔不变的同时，可

65 例，年龄 4 个月 ~ 7 岁，平均（2.29±0.67）岁；病

在奶中增加一倍多的水；部分患儿可能由于奶粉内

程 8~72 h，平均（26.05±3.33）h。对照组：男 77 例，

乳糖不耐受而出现腹泻，因此可暂时停止食用含有

女 63 例，年龄 3 个月 ~ 7 岁，平均（2.31±0.68）岁；

乳糖的乳制品而改为无乳糖配方奶，在患儿痊愈后

病程 8 ~ 72 h，平均（26.11±2.08）h。研究经医院

逐渐加量摄取，直至其完全适应；酸牛奶内无乳糖，

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两组临床资料比较，差异无

且可抑制肠内有害菌，具有丰富的乳酸杆菌，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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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适量食用。6 个月以上患儿可适量食用米汤、面

2.2

两组主要症状缓解时间比较

汤等，直至腹泻结束。（3）普食喂养患儿：严禁食

观察组发热、腹泻、腹痛等主要症状缓解时间

用巧克力、
糖果、
甜点等高糖食物，
避免糖分发酵引起

均明显短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的肠胀气；禁止食用菠菜、
芹菜、
榨菜等粗纤维素含量

（P ＜ 0.05）。见表 2。

丰富的食物，
以免肠蠕动加速而加重腹泻。患儿饮食
可以烂面条、
鱼肉末、
香蕉泥、
新鲜果蔬汁等为主。若
腹泻同时患儿伴有重度腹胀，
则考虑低钾血症，
应多食
用含钾量丰富的食物，
如山药、
番茄、
瘦牛肉、
羊肉等。

1.3

观察指标及判定标准
（1）观察两组患儿发热、腹泻、腹痛等主要症状

缓解时间；

表2   两组患儿主要症状缓解时间比较（x ± s，d）
n

发热

腹泻

腹痛

观察组

140

1.76±0.38

2.56±0.61

2.01±0.55

对照组

140

2.02±0.40

2.81±0.65

2.89±0.60

t

5.576

3.318

12.792

P

0.000

0.001

0.000

组别

（2）记录患儿干预前、后 FPS-R 评分变化 [3]，0
分：无痛感；1 分：偶有疼痛且对日常生活无影响；

2.3

干预前、后两组患儿FPS-R评分比较
干 预 前，研 究 组、对 照 组 FPS-R 评 分 比 较，

2 分：有痛感但可轻微活动；3 分：痛感较为强烈且
影响长时间活动；4 分：痛感较为强烈，只能进行上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P ＞ 0.05）；干 预 后，两 组

厕所等活动；5 分：剧烈疼痛且难以自由活动。

FPS-R 评分均显著下降，且研究组明显低于对照

（3）患者出院前 1d 分发我院自拟患儿家属护

组（P ＜ 0.05）。见表 3。

理满意评分量表，包括服务态度、护理效果、知识讲
解及护理熟练度等方面，满分 100 分。非常满意：
≥ 95 分；比较满意：85 ~ 94 分；满意：75 ~ 84 分；
不满意：＜ 75 分。总满意率 =（非常满意 + 比较
满意 + 满意）/140×100%。
（4）疗效判定标准：临床治愈：经治疗，主要症
状、体征等完全正常，排便成形；有效：经治疗后，

表3   干预前、后两组患儿FPS-R评分比较（x ± s，分）
n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140

3.20±0.56

0.51±0.18

对照组

140

组别

3.18±0.60

1.07±0.32

t

0.288

18.047

P

0.387

0.000

主要症状及体征有较大程度改善，排便次数有所减
少；无效：主要症状、体征等均无改善。治疗总有

2.4

两组患儿家属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患儿家属总满意率为 95.00%，对照组患

效率为临床治愈率及有效率之和 [4]。

统计学方法

儿家属护理总满意率为 85.71%，两组比较，差异有

本研究采用 SPSS20.0 软件处理所得数据。计

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4。

1.4

量资料采用（x ± s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 %
表示，采用 χ2 检验。以双侧 α=0.05 为检验标准。

3

讨论
小儿腹泻是由多病原、多因素引起的以腹泻为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主要特征的疾病，流行病学统计数据显示 2 岁内儿

2

童腹泻发病率高达 85.94%，且 1~2 岁患儿的轮状病

结果
两组患儿治疗效果比较

毒阳性检出率高达 29.34%[5]。近年来随着临床研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7.14%，对照组治疗

究的不断深入，儿童腹泻的发生原因逐渐明确，除

总有效率为 84.29%；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细菌感染外，病毒感染、饮食不当、过敏、乳糖不耐

2.1

（χ =13.737，P=0.000）。见表 1。

受等均可引起腹泻的发生 [6]。患儿可出现大便性状

2

改变、大便次数明显增多，并伴有发热、腹痛、呕吐
等主要症状，持续腹泻可引起酸碱平衡紊乱、水电

表1   两组患儿治疗效果比较[n（%）]
组别

n

临床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解质紊乱等，是引起儿童生长发育障碍、营养不良

观察组

140

70（50.00） 66（47.14） 4（2.86） 136（97.14）

的主要原因，因此尽早给予有效干预并控制症状尤

对照组

140

55（39.29） 63（45.00） 22（15.71） 118（84.29）

为重要。

χ

13.737

P

0.000

2

饮食不当为非感染性腹泻的主要原因，当过量
进食或者食物成分不恰当时，正常消化过程出现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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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两组患儿家属护理满意度比较[n（%）]
n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观察组

140

52（37.14）

63（45.00）

18（12.86）

7（5.00）

133（95.00）

对照组

140

36（25.71）

55（39.29）

29（20.71）

20（14.29）

120（85.71）

组别

χ2

6.927

P

0.008

碍，食物难以充分吸收、消化并在小肠上部积滞，肠

通过针对性饮食护理能够缓解腹痛等症状，提高患

腔内酸度降低，肠道下部细菌上移并在肠壁繁殖；

儿治疗舒适度，对改善护患关系有着重要意义。观

此外，食物在肠道内腐败、发酵，分解的短链有机酸

察组患儿家属的护理满意度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可使肠腔内渗透压升高，腐败性、毒性产物对肠壁

（P ＜ 0.05），分析认为通过针对性饮食护理，家属

形成刺激，并诱导肠蠕动增加，引起腹泻、脱水及电

可得到患儿喂养知识，不仅对本次治疗有着积极

解质紊乱等表现，因此近年来人们发现在常规治疗

意义，同时可使其在后续患儿的护理中更加得心应

及护理的同时配合积极的饮食护理干预，能够对症

手，有效改善护患关系。

状的缓解、病情的好转产生良好效应。本次研究中，

总之，在腹泻患儿的护理中配合针对性饮食护

在优质护理的基础上，针对患儿饮食类型给予针对

理干预，有助于提高治疗效果、快速缓解临床症状，

性的饮食干预，对可引起腹泻的原因进行规避，结

减轻患儿痛苦，对护患关系的改善有着积极意义，

果显示观察组患儿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因此可作为腹泻护理的一个重要单元推广使用。

主要症状缓解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P ＜ 0.05），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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