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理与康复·

2022年7月第1卷第7期

优质护理干预在婴儿期毛细支气管炎患儿中的
应用效果
何亚莉
韦 明
深圳市福田区妇幼保健院儿科，广东深圳 518000
[ 摘要 ] 目的 探讨优质护理干预在婴儿期毛细支气管炎患儿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9 年 1 月至 2022 年
3 月深圳市福田区妇幼保健院儿科收治的 120 例婴儿期毛细支气管炎患儿，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
（n=60）和对照组（n=60）。观察组给予优质护理干预，对照组接受传统的临床护理，比较两组患儿的临床疗效、
家属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的发热、咳嗽、喘息等症状持续时间、肺部啰音吸收时间、住院治疗时间短于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的家属总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优质护理干预可有效改善婴儿期毛细支气管炎患儿的临床疗效，缩短病程，提高家属满意度，值得临床
推广应用。
[ 关键词 ] 优质护理；婴儿期；毛细支气管炎；临床疗效；家属满意度
[ 中图分类号 ] R473.72

[ 文献标识码 ] A

[ 文章编号 ] 2097-115X（2022）7-0134-03

Application effect of high 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infants
with capillary bronchitis
HE Yali WEI Ming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 of Futian District, Shenzhen, Guangdong Province,
Shenzhen 518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high 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infants with capillary
bronchitis. Methods A total of 120 infants with capillary bronchitis admitted to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 of Futian District, Shenzhen from January 2019 to March 2022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n=60) and the control group (n=60)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high 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the control group accepted traditional clinical
car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and family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indicators of fever,
cough, wheezing, pulmonary rales absorption time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total family satisfa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High
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infantile capillary bronchitis, shorten
the course of the disease, improve family satisfaction, and which is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 High quality nursing; Infancy; Capillary bronchitis;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Family satisfaction

毛细支气管炎是婴幼儿常见的一种特殊类型

时不利于临床工作的顺利开展，对患儿的疗效及预

肺炎，多发于 6 月以内婴儿，多为呼吸道合胞病毒感

后造成不利影响 [4]。近年来，随着医学理念的更新，

染，往往以咳嗽、喘憋、痰鸣为主要症状，可出现低氧

传统的护理方式已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优质护理

血症或伴高碳酸血症，容易发展为重症毛细支气管

干预在传统护理基础上完善和改进护理措施，使其

炎，也可出现呼吸衰竭、心力衰竭，或伴神经系统等

更具备针对性、系统性及专业性，减少疾病带来的风

多系统并发症

[1-3]

。早期积极有效的临床治疗，有利

险，并巩固治疗效果 [5-6]。本研究观察优质护理干预

于毛细支气管炎患儿病情恢复，避免相关并发症的

在婴儿期毛细支气管炎患儿中的应用效果。

发生。由于婴儿期阶段（1 周岁以内）患儿特殊的

1 资料与方法

生理特点及喂养方式，且家长对疾病的认识可能不

1.1 一般资料

全面、期望值过高，导致该年龄阶段患儿在接受治疗

选取 2019 年 1 月至 2022 年 3 月深圳市福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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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每组各 60 例。观察组中，男 34 例，女 26 例；

分休息。每次在清理呼吸道之前，可以选择生理盐

平均年龄（4.7±1.8）月；入组时病程（5.6±2.4）d。

水雾化吸入，有利于稀释痰液、减轻气道阻力，提升

对照组中，男 31 例，女 29 例；平均年龄（4.9±2.1）月；

患儿治疗中的舒适度。对于伴有鼻塞、流涕或有打

入组时病程（6.3±2.7）d。两组患儿的性别、年龄、

喷嚏等鼻敏感表现者，给予生理盐水鼻腔冲洗，保证

入 组 时 病 程 等 一 般 资 料 比 较，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鼻腔通畅及鼻黏膜清洁。

（P > 0.05），具有可比性。所有研究对象入组均符合

1.3.2 对照组 接受传统的临床护理，遵医嘱给予必

《毛细支气管炎诊断、治疗与预防专家共识（2014 年

要的临床操作及药物治疗；室内温度和湿度保持在

[7]

版）》 诊断标准。排除标准：患儿及家属不愿意配

适宜状态，适当调整患儿的喂养策略，补足营养所

合；患儿存在严重心脑肺基础疾病、合并自身免疫

需，促进早日康复。

缺陷病者；诊治过程中因病情加重转院治疗者。入

1.3.3 护理人员安排 护理人员为高年资的护师及

组后向家属介绍优质护理方式、传统护理方式的区

主管护师等，进行统一培训操作，考核合格方可上

别，以及该项研究的相关内容和注意事项，征得家属

岗，减少人为误差。

同意后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过深圳市福田区

1.4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妇幼保健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比较两组患儿发热、咳嗽、喘息等症状持续时间

1.2 治疗方法

和肺部啰音吸收时间、住院治疗时间、家属满意度。

两组均根据病情给予积极合理抗感染及对症支

在患儿出院时，给予出院宣教，并请家属填写“患者

持治疗。
对于重症肺炎患儿，
必要时予以呼吸支持治疗。

满意度调查问卷”
，满意度评价等级分满意、基本满

1.3 护理干预方法

意、
不满意。总满意度 =（满意 + 基本满意）例数 / 总

1.3.1 观察组 采用优质护理干预措施。①制定护

例数 ×100%。

理计划：全方位掌握患儿信息资料，观察患儿的临

1.5 统计学方法

床表现，对患儿的整体营养状况、生命体征及家属意

采用 SPSS 21.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临床治疗过程顺利开展。②鸟巢式护理：将婴儿纯

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x±s）
表示，组间比较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以例数、率（%）表示，组间比较用 χ2 检验，

棉浴巾折叠好，为患儿调整舒适的体位，让患儿有被

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包裹的感觉，增强其安全感，并且可以适当地进行抚

2 结果

触。当患儿表现出烦躁或者哭闹不安时，可以抱起

2.1 两组患儿治疗效果比较

愿进行综合评估，制定个体化的护理服务措施，促进

轻拍，安抚不良情绪。③舒适护理：室内温度和湿

观察组患儿的发热、咳嗽、喘息等症状持续时

度调整到人体感知最舒适状态，光线柔和，每日定时

间及肺部啰音吸收时间、住院治疗时间短于对照组，

开窗通风，为患儿提供安静的康复环境，使其得到充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儿治疗效果比较（d， xx±s）

例数

发热时间

咳嗽时间

喘息时间

肺部啰音吸收时间

住院治疗时间

观察组

60

1.71±0.79

7.01±2.99

4.01±1.91

4.92±2.16

7.43±3.08

对照组

60

2.53±1.11

9.17±4.01

5.84±2.01

6.41±3.01

9.91±4.04

t值

3.891

3.779

5.167

7.621

7.949

P值

0.000

0.004

0.000

0.000

0.000

组别

3 讨论

2.2 两组患儿家属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患儿家属的总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婴儿期毛细支气管炎患儿发病早期即可出现明
显的咳嗽、气促、喘憋等症状，病情进展较快，若未得
到及时治疗，可能出现肺内及肺外一系列并发症，从

表2 两组患儿家属满意度比较 [ n（%）]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而引起多脏器功能损伤 [8-9]。因此，早诊断、早治疗

9（15.00）

0

60（100.00）

对婴儿期毛细支气管炎的控制及并发症防治至关重

对照组 60 44（73.34） 11（18.33） 5（8.33） 55（91.67）

要。该类患儿在临床治疗的同时，应配备科学的护

χ2值

5.217

P值

理干预措施，以利于病情恢复 [10]。然而，目前常规护

0.022

理由于护理内容比较单一，已无法满足患儿多方面

组别

例数

满意

观察组 60 51（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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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护理需求 [11]。

护理对策 [J]. 中国农村卫生，2020，12（13）：79-80.

近年来，优质护理干预由于其多方面考虑到患
儿及家属的需求，临床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2-13]

。

其通过提前根据患儿情况制定个体化护理内容，使
护理工作更有效展开，并实施鸟巢式护理，让患儿获
得来自“母亲的怀抱”身体感知，减少哭闹现象；同

[5] 赵杰，赵上坤，冯春月，等 . 层级链式护理干预策略在毛
细支气管炎患儿中的应用 [J]. 齐鲁护理杂志，2021，27
（15）：31-34.
[6] 熊燕 . 优质护理在小儿肺炎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J]. 妇儿
健康导刊，2021，11（12）：170-171.

时加强舒适护理，为其提供最有利的康复环境，可有

[7]《中华儿科杂志》编辑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

效减少外界干扰以及交叉感染；给予呼吸道对症处

呼吸学组 . 毛细支气管炎诊断、治疗与预防专家共识

理，有助于气道分泌物排出，加快呼吸道症状改善。

（2014 年 版）[J]. 中 华 儿 科 杂 志，2015，53（3）：168-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发热、咳嗽、喘息等症状持
续时间短于对照组，肺部啰音吸收速度比对照组快，
住院治疗时间较对照组缩短，与文献报道

[14-15]

一致，

说明优质护理干预可促进婴儿期毛细支气管炎患儿
恢复。

171.
[8] 罗征秀，徐秀娟 . 毛细支气管炎诊治进展 [J]. 中华实用
儿科临床杂志，2017，32（4）：253-255.
[9] 蔡泽波，贾高泉，于力，等 . 经鼻加温加湿高流量氧疗在
重症毛细支气管炎患儿辅助通气治疗中的应用 [J]. 黑

婴儿期毛细支气管炎患儿年龄小，缺乏对自身

龙江医学，2020，44（10）：1323-1326.

行为及意识的控制，而配合科学合理的护理，有利于

[10] 曹晓燕，李国梅 . 预见性护理在小儿毛细支气管炎中

患儿和家属融入临床治疗体系，提高临床疗效，提

的 应 用 效 果 [J]. 中 国 当 代 医 药，2021，28（11）：232-

高患者 / 家属满意度

[16-17]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

234.

组患儿家属的总满意度为 100.00%，高于对照组的

[11] 薛庆凡 . 临床护理路径在小儿毛细支气管炎中的应

91.67%，提示患儿接受优质护理干预后，能增强家属

用 效 果 [J]. 护 士 进 修 杂 志，2018，33（19）：1784-

与医护人员的配合度，利于临床诊疗工作顺利开展，

1786.

同时也有利于减少医患矛盾的发生。
综上所述，优质护理干预可有效改善婴儿期毛
细支气管炎患儿的临床疗效，缩短病程，提高家属满
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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