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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在小儿手足口病联合用药治疗中的应用效果
刘晓菲
河北省衡水市第六人民医院儿科，河北衡水 053200

[ 摘要 ] 目的 探讨优质护理在小儿手足口病联合用药治疗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9 年 1 月 ～ 2020 年
5 月我院收治的小儿手足口病患儿 50 例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研究组及对照组，各 25 例。
两组患儿入院确诊后均开展联合用药治疗，对照组实施儿科常规护理干预，研究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
优质护理干预，观察并比较两组患儿症状体征恢复时间、血清因子水平改善情况及患儿家属的护理满意度。
结果 研究组患儿发热、溃疡、口腔黏膜充血等症状体征的恢复时间均显著短于对照组（P ＜ 0.05）；护理后，
两组患儿 IFN-γ、TNF-α、hs-CRP 等水平均显著低于护理前，且研究组患儿上述各指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P ＜ 0.05）；研究组患儿家属对护理服务的总满意度为 100.00%，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76.00%（P ＜ 0.05 ）
。
结论 优质护理在小儿手足口病联合用药治疗中的应用效果显著，有助于促进患儿症状体征恢复，改善血清
炎性因子水平，促进患儿康复，提升患儿家属护理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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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口病是儿科常见的一种病毒感染性疾病，

[ 文章编号 ] 2095-2856（2020）11-67-02

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S20033039）联合蒲地蓝

尤以学龄前儿童多发，以肠道病毒感染多见。发病

口服液（生产厂家：江苏济川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初期以低热、手足部位疱疹等为主要临床表现，伴

S20030095）治疗，其中重组人干扰素 α1b 为雾化

随病情发展继而出现食欲不振、睡眠障碍等情况，

吸入给药，20 μg/ 次，2 次 /d，蒲 地 蓝 为 口 服 给 药，

一般情况下，1 周左右可自愈，但少部分患儿未实施

4 岁以下患儿 5 mL/ 次，
4 岁以上者 10 mL/ 次，
均 3 次 /d。

及时有效干预时，可继发心肌炎、肺水肿、脑炎等并
发症

[1-3]

。为更好地开展儿科护理服务，协同治疗工

作开展，
我院对部分联合用药治疗的手足口病患儿实
施了优质护理服务，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现报道如下。

对照组在联合用药的基础上实施儿科常规护
理，完善患儿用药护理、病情监护，加强病室的消毒
与隔离。
研究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优质护理干预，

1 资料与方法

纳入儿科护理工作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并对其进

1.1 一般资料

行手足口病患儿优质护理服务培训，主要包括疾病

选取 2019 年 1 月 ～ 2020 年 5 月我院收治的

监测、卫生、饮食等方面的护理，培训合格后开展优

手足口病患儿 50 例为研究对象。所有患儿符合

质护理服务，具体为：①疾病监测：重视患儿手足口

《手足口病诊疗指南（2018 年版）》中小儿手足口病

病相关症状体征的监测，如体温变化情况、手足部位

的诊断标准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所有患儿分为

疱疹消退情况等，同时结合饮食情况、生命体征、实

研究组及对照组，各 25 例，两组患儿一般资料比较，

验室检查结果等，定期对患儿病情变化或转归情况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1。

进行评估，结合患儿具体病情施护，病情较重者强

[4]

化护理，做好急救准备工作，实现护理服务的灵活

表1 两组患儿一般资料比较
n 年龄（ x
x±s，岁） 性别（男/女） 病程（ x
x±s，d）

组别

研究组 25

2.31±0.49

13/12

3.71±1.04

对照组 25

2.55±0.64

12/13

3.89±1.15

t/χ2值

0.273

0.008

0.117

P值

＞0.05

＞0.05

＞0.05

1.2 方法
两组患儿入院确诊后均开展联合用药治疗，给
予患儿重组人干扰素 α1b（生产厂家：深圳科兴

调整；②卫生干预：手足口病患儿具有一定的传染
性，需要做好隔离消毒工作，对病室内物品、地面等
进行定期消毒，保持室内通风，加强患儿皮肤、口腔
等的清洁护理，每日更换透气舒适的衣物，同时需要
为患儿修剪指甲，必要时可通过肢体约束带对患儿
实施保护性约束 [5]，以免患儿抓挠皮肤，引起疱疹破
溃，导致二次感染；③饮食干预：做好个体化饮食指
导，首先须清淡饮食，其次要重视纤维素、微量营养
元素及蛋白质的合理补充，增强机体免疫水平。
BABY AND ME

Vol.10 No.11

November 2020

67

·妇儿健康·

我和宝贝

2020年11月第10卷第11期

表3 两组患儿护理前后血清炎性因子水平比较（ x
x±s）
IFN-γ（pg/mL）

TNF-α（pg/mL）

hs-CRP（mg/L）

组别

n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25

294.18±41.28

209.58±19.74#

11.95±1.64

6.67±0.84#

18.39±2.11

8.11±1.73#

对照组

25

289.54±44.05

248.75±20.33#

11.35±1.47

8.11±1.35#

18.03±1.89

13.15±2.04#

t值

0.174

5.472

0.249

3.395

0.082

3.452

P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注：与本组护理前比较，P ＜ 0.05
#

表4 两组患儿家属护理满意度比较 [ n（%）]
组别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研究组

25

17（68.00）

8（32.00）

0

25（100.00）

对照组

25

8（32.00）

11（44.00）

6（24.00）

19（76.00）

χ2值

4.150

P值

＜0.05

1.3 观察指标

2.2 两组患儿护理前后血清炎性因子水平比较

（1）观察比较两组患儿症状体征恢复情况，包

护理前，
两组患儿 IFN-γ、TNF-α、hs-CRP 血清

括发热、溃疡、口腔黏膜充血的恢复时间。（2）比

炎性因子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较两组患儿血清炎性因子水平改善情况，护理前

护理后，两组患儿 IFN-γ、TNF-α、hs-CRP 水平

后分别采集患儿外周静脉血 3 mL 左右，离心处理

均显著低于护理前，且研究组患儿上述各指标水平

分离血清后冷冻保持待检，由检验经验丰富的检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 ＜ 0.05）。见表 3。

验科医师通过全自动酶标仪（生产公司：瑞士哈美

2.3 两组患儿家属护理满意度比较

顿公司，国械注进 20142406052），采用酶联免疫吸
附法进行γ- 干扰素（IFN-γ）、肿瘤坏死因子 -α
（TNF-α）、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等血清因子
的测定。（3）两组患儿家长的护理满意度评价：采
用我院自拟的护理满意度调查表，对两组患儿家长

研究组患儿家属对护理服务的总满意度为
100.00％（25/25），高于对照组的 76.00％（19/2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4。
3 讨论
手足口病是儿科常见传染性疾病，以肠道病

进行护理服务的满意度调查，分为非常满意、满意、

毒 71 型、柯萨奇病毒 A 组 16 型两种致病血清型最

不满意 3 个维度；总满意度 =（非常满意 + 满意）/

为常见，可由唾液、分泌物、粪便等传播，大部分患

总例数 ×100%。

儿为轻症，仅少部分患儿病情较重 [6]，优质护理更

1.4 统计学方法

重视患者个体化情况的护理，提升护理服务的主动

采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计数资

性、整体性，也更加贴合现今人们对护理服务的需

料用率（%）表示，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用均数 ±

求。本研究从疾病监测、卫生干预、饮食干预 3 个

标准差（ x
x ±s）表示，采用 t 检验，P ＜ 0.05 为差异

方面开展优质护理，其中疾病监测可掌握患儿病情

有统计学意义。

动态变化情况，有利于及时采取针对性护理服务，

2 结果

从而有效控制病情发展，降低不良事件风险；卫生

2.1 两组患儿症状、体征恢复时间比较

干预可避免交叉感染、二次感染的风险，为促进溃

研究组患儿发热、溃疡、口腔黏膜充血症状、体
征的恢复时间均显著短于对照组（P ＜ 0.05）
。见表 2。
表2 两组患儿症状、体征恢复时间比较（ x
x±s，d）

疡愈合及病情恢复提供基础；饮食干预可通过合
理的营养补充，增强患儿机体耐受能力，提升机体
免疫水平，从而促进身体康复。本研究结果显示，
研究组患儿发热、溃疡、口腔黏膜充血症状体征的

组别

n

发热

溃疡

口腔黏膜充血

研究组

25

1.77±0.30

4.09±0.67

3.30±0.38

对照组

25

2.54±0.49

5.59±1.13

4.91±0.43

研究组患儿 IFN-γ、TNF-α、hs-CRP 等水平改善

t值

4.218

2.984

3.449

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P ＜ 0.05）；研究组患儿家

P值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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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护理；产前宣教可提高产妇认知，对保证后续护

改善分娩结局，提高产妇护理满意率，值得临床推

理开展有重要价值；建立互动模式则能够拉近护

广应用。

患之间的关系，改善产妇负性情绪，提高产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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