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理与康复·

2022年7月第1卷第7期

精细护理对小儿腹泻患儿护理效果
及睡眠质量的影响
邵亚楠
解乃善
安徽省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儿科，安徽蚌埠 233000
[ 摘要 ] 目的 探究精细护理对小儿腹泻患儿护理效果及睡眠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收治的 88 例小儿腹泻患儿，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
44 例。对照组患儿提供常规护理服务，观察组患儿则用精细护理方法。观察两种护理手段的干预效果及产
生的影响。 结果 观察组患儿护理总有效率为 97.73%，睡眠潜伏时间为（10.56±6.78）min，睡眠质量评分
为（22.36±4.33）分；对照组护理总有效率为 77.27%，睡眠潜伏时间为（8.44±1.27）min，睡眠质量评分为
（32.36±5.28）分。两组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对小儿腹泻患儿实施精细护
理干预，可缓解腹泻症状，改善睡眠质量，提高临床护理质量，保证临床治疗效果，值得临床推广。
[ 关键词 ] 精细护理；小儿腹泻；睡眠质量；护理效果；护理质量
[ 中图分类号 ] R473.5

[ 文献标识码 ] A

[ 文章编号 ] 2097-115X（2022）7-0155-03

Influence of fine nursing on nursing effect and sleep quality of
children with diarrhea
SHAO Yanan XIE Naishan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the Third People’
s Hospital of Bengbu, Anhui Province, Bengbu 233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fine nursing on nursing effect and sleep quality of pediatric
diarrhea. Methods A total of 88 children with diarrhea who were admitted to the Third People’
s Hospital of Bengbu
from January 2019 to December 2020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44 cases in each group. Children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provided with routine nursing
services, while childre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provided with fine nursing methods.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and
impact of the two nursing methods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nursing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7.73%, the sleep latency was (10.56±6.78) min, and the sleep quality score was (22.36±4.33) poin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nursing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77.27%, the sleep latency was (8.44±1.27) min, and the sleep quality
score was (32.36±5.28) points.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bove indicato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f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children with pediatric can alleviate
the symptoms of diarrhea,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leep,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linical nursing, ensure the clinical
treatment effect, and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Key words] Fine nursing; Pediatric diarrhea; Sleep quality; Nursing effect; Nursing quality

小儿腹泻是由多因素引起的，属于儿科常见的

研究精细护理干预手段对小儿腹泻患儿睡眠质量

疾病类型，相关研究发现，5 岁以下儿童发病率达

的影响。

20% 以上，临床症状多表现为发热、恶心、腹痛等，需

1 资料与方法

采取早期治疗干预手段，进而提高小儿身体健康水

1.1 一般资料

[1]

平 。护理干预在临床有辅助治疗的作用，加强对
[2]

选取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蚌埠市第三

患儿的护理干预，可增强康复效果 。研究发现，精

人民医院收治的 88 例小儿腹泻患儿，按随机数字表

细护理应用效果显著，通过饮食护理干预等，调节小

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 44 例。观察组中，

儿腹泻患儿水电解质，维持酸碱平衡，改善患儿临

男 23 例，女 21 例；年 龄 1~2 岁；病 程 1~6 d，平 均

床症状，可取得显著的护理效果

[3-4]

。本研究从收

治的小儿腹泻患儿中随机选取 88 例作为研究对象，

（5.45±1.02）d。对照组中，男 25 例，女 19 例；年龄
1~3 岁；病程 2~7 d，平均（6.11±2.32）d。两组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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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P >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

index，PSQI）进 行 评 定，满 分 50，分 数 >35 则 说

批准，患儿家属对本研究表示理解和支持，并配合签

明睡眠质量不佳，分数越低，则表明患儿睡眠质量

署知情协议书。纳入标准：①年龄在 1~3 岁的患儿；

越好。

②患儿及其家属高度配合本研究。排除标准：①中

1.4 统计学方法

途退出本研究患儿；②临床资料不完整患儿。

采用 SPSS 21.0 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数资料
以率（%）表示，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

1.2 方法
一般治疗：以纠正水电解质紊乱为主，预防和

准差（xx±s）表示，采用 t 检验。以 P < 0.05 为差异有

纠正脱水、预防并发症等；药物治疗：常用生物制

统计学意义。

剂、肠黏膜保护剂、补锌制剂、抗分泌药物等。

2 结果

对 照 组 给 予 常 规 护 理 模 式，结 合 患 儿 护 理 需

2.1 两组护理效果比较

要，给予静脉补水支持，维持患儿机体电解质平衡，
加强对患儿家属的健康教育，协同患儿家属开展护

干预后观察组患儿护理效果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理工作。
观察组实施精 细 护 理，目 的 在 于 改 善 小 儿 腹

表1 两组护理效果比较 [ n（%）]

泻患儿症状，提高护理质量。具体护理路径如下。

组别

①监测患儿各项生命体征：根据患儿实际情况，参

观察组

44 27（61.36） 16（36.36） 1（2.27） 43（97.73）

照循证护理理论，制定精细化护理干预方案，全程

对照组

44 13（29.55） 21（47.73） 10（22.73） 34（77.27）

密切关注患儿的病情进展情况。②监测患儿体温和

例数

痊愈

显效

无效

总有效

χ值

2.328

P值

< 0.05

2

脉搏：出现异常，及时上报医生；针对脱水患儿，给
予患儿补液盐支持，并为患儿家属普及补液盐的正
确使用方法，促使患儿加速康复。③日常护理：为

2.2 两组睡眠质量比较

患儿清洗和擦拭臀部，及时更换尿布。④环境护理：
合理调节病房温度和湿度，保持良好的通风，做好消

干预后，观察组患儿的睡眠质量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毒灭菌工作，及时更换床单被套，清理干净患儿的呕
吐物等，保持病房整洁，改善患儿的睡眠质量。⑤心

表2 两组睡眠质量比较（ xx±s）
例数 睡眠潜伏时间（min）
睡眠质量评分（分）

理护理：护理人员以亲切、和蔼的态度，与患儿进行

组别

交流，为患儿讲故事、播放动画视频等，安抚患儿不

观察组

44

10.56±6.78

22.36±4.33

安、恐惧等情绪，转移患儿注意力，提高患儿治疗依

对照组

44

从性。⑥全面健康教育干预：对患儿家属进行宣教，
普及小儿腹泻疾病的知识，告知患儿家属早期防治

8.44±1.27

32.36±5.28

t值

6.547

7.598

P值

< 0.05

< 0.05

小儿腹泻的有效方法，积极配合治疗。⑦睡眠及饮
食护理：患儿肠胃功能水平下降，护理人员为患儿

3 讨论

制定科学的饮食方案，以清淡饮食为主，进食易消化

小儿身体健康水平直接关乎其健康成长情况，

食物，培养患儿正确饮食、作息习惯，通过音乐疗法

小儿腹泻加重机体炎性反应，引起机体发热等症状，

辅助患儿睡眠等。

严重影响患儿睡眠质量。小儿本身抵抗力较差，容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易感染病菌，出现脱水等症状，进一步加重患儿病

①观察两组的护理效果。痊愈：患儿临床症

情，甚至引起严重的后果 [5-7]。临床工作和临床医学

状完全消失；显效：患儿临床症状基本改善；无效：

研究发现，在小儿腹泻患儿治疗中，给予护理干预

患儿未达到上述标准或病情更严重。总有效率 =（痊

支持可进一步提升治疗效果，提高患儿临床护理质

愈 + 显 效）例 数 / 总例数 ×100%。②观察两组患

量 [8-10]。因此，有必要积极探寻提升小儿腹泻护理

儿 及 睡 眠 潜 伏 时 间 和 睡 眠 质 量 评 分，睡 眠 质 量 使

质量的有效方法。

156

FUER JIANKANG DAOKAN

Vol.1

No.7 July 2022

·护理与康复·

2022年7月第1卷第7期

常规护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院积极引入精
细护理理念，在提供护理服务中，追求精益求精的
目标，树立细化操作理念，关注患儿的需求，护理人

量的影响 [J]. 实用临床护理学电子杂志，2017，2（48）：
120.
[5] 程艳蕾 . 综合性护理应用于小儿腹泻的临床效果分

员积极主动参与病情评估、临床护理等环节中。全

析 [J]. 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电子杂志，2020，8（19）：

面分析和探究患儿当前的症状表现，结合实际情况，

145.

确定护理方案的实施目标，从而提供个性化的护理
服务。护理人员真心关心、关爱患儿，为患儿提供优

[6] 张爽 . 临床护理路径在小儿腹泻患儿护理中的应用效
果 [J]. 中国民康医学，2021，33（5）：146-148.

质的护理服务，安抚患儿不良情绪，注重病房环境护

[7] 李振华 . 对小儿腹泻患者实施临床护理路径护理的方

理，对患儿家属进行健康教育，提升患儿家属对腹

法和临床效果 [J]. 山西医药杂志，2021，50（3）：469-

泻疾病的认知程度，提高患儿护理质量 [11-13]。实施

471.

精细护理后，患儿睡眠质量明显得到改善，加速患

[8] 潘真 . 小儿腹泻使用蒙医治疗配合针对性护理干预对

儿康复。相关研究证实了精细护理干预手段对小

疗效的提升价值 [J]. 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21，27（10）：

儿腹泻疾病的价值，证实了精细护理干预应用的可

76-78.

行性 [14-15]。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儿护理总有

[9] 宋艳艳，王妍，熊亚娟 . 饮食护理对小儿腹泻的效果及

效率高于对照组，睡眠质量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护理质量的影响分析 [J]. 黑龙江中医药，2021，50（5）：

学意义（P < 0.05）。提示精细化护理可提高患儿睡

352-353.

眠质量，改善患儿睡眠，提高护理质量，具有临床推
广和应用意义。

[10] 匡金玲 . 强化护理干预在小儿急性腹泻患儿中的应
用 效 果 [J]. 航 空 航 天 医 学 杂 志，2021，32（7）：877-

综上所述，对小儿腹泻患儿实施精细护理干预，
可缓解腹泻症状，改善睡眠质量，提高临床护理质
量，保证临床治疗效果，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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