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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园地 

早期护理干预对呼吸衰竭患者症状改善及肺
功能恢复的影响
李芮
【 摘要】

目的

探讨早期护理干预对呼吸衰竭患者症状改善及肺功能恢复的影响ꎮ 方法

选择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２０１８ 年 ５ 月本院收治的 １０４ 例呼吸衰竭患者作为研究对象ꎬ按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和实
验组两组ꎬ每组各 ５２ 例ꎮ 对照组行常规治疗与护理干预ꎬ实验组在此基础上实施早期护理干预ꎬ对比两组
临床症状指标及肺功能改善情况ꎮ 结果

实验组护理后心率、呼吸频率、二氧化碳分压低于对照组ꎬ氧分

压高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ꎻ实验组 ＦＥＶ１ ％、ＦＥＶ１ 、ＦＥＶ１ / ＦＶＣ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ꎬ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结论

早期护理干预可有效改善呼吸衰竭患者肺功能与临床症状ꎬ利于患者预后

恢复ꎮ

【 关键词】

呼吸衰竭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

早期护理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症状ꎻ

肺功能ꎻ

血气分析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９.１６.０４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ｙｍｐｔｏｍ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ｕ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ＬＩ Ｒｕｉ.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ａｒ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ｆｉｒｓｔ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ｑｉｕ ｃｉｔｙꎬ Ｓｈａｎｇｑｉｕꎬ Ｈｅｎａｎꎬ ４７６１００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ｙｍｐｔｏｍ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ｕ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１０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ｗｈｏ ｗｅｒｅ ａｄ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ｏｕ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ｆｒｏｍ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６ ｔｏ Ｍａｙ ２０１８ ｗｅ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ｒａｎｄｏｍ ｎｕｍｂｅｒ ｔａｂ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 ５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５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ꎬ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ｅａ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ｕ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
ｒａｔｅꎬ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 Ｐ< ０. ０５) .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ＦＥＶ１％ꎬ ＦＥＶ１ꎬ ａｎｄ ＦＥＣ１ / ＦＶＣ 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 Ｐ<０.０５)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Ｅａｒｌｙ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ｏｕ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ｌｕ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ｆａｉｌｕｒｅ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ｆａｉｌｕｒｅꎻ Ｅａｒｌｙ ｃａｒｅꎻ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ꎻ Ｌｕ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ꎻ Ｂｌｏｏｄ ｇａ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呼吸衰竭是指肺部换气、通气功能出现障碍ꎬ难以在静止
状态下维持充足的气体交换ꎬ可引起高碳酸血症、缺氧、休克
等现象ꎬ进而导致患者出现生理功能障碍与代谢紊乱ꎬ若不及
时给予正确、有效的治疗ꎬ易引起脏器衰竭ꎬ甚至危及生命安

全 [１￣２] ꎮ 针对此类患者ꎬ实施有效的早期护理干预必不可少ꎮ

实验组中男 ３４ 例ꎬ女 １８ 例ꎻ年龄 ５７ ~ ７７ 岁ꎬ平均( ６３. ０９ ± ４.

１０) 岁ꎻ疾病类型:Ⅰ型 １７ 例ꎬⅡ型 ３５ 例ꎮ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ꎬ具有可比性ꎮ 患者均签
署知情同意书ꎻ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ꎮ

２.方法: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ꎬ包括纠正酸碱平衡、氧气

本研究旨在分析早期护理干预对呼吸衰竭患者症状改善及肺

治疗、增加气量、减少二氧化碳潴留、原发疾病治疗等ꎬ并实施

功能恢复的影响ꎮ 具体报道如下ꎮ

呼吸机常规干预、被动性与主动性肌肉活动干预、体位干预等

一、资料与方法

常规护理干预ꎮ 实验组在此基础上给予早期护理干预ꎬ具体

１.一般资料:选择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２０１８ 年 ５ 月本院收治的

内容包括:(１) 心理护理:患者因呼吸衰竭发作频繁ꎬ伴有呼

ꎮ 按随机数表法将 １０４ 例患者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

焦虑、烦躁不安等负面情绪ꎮ 护理人员可根据患者家庭情况、

１０４ 例呼吸衰竭患者作为研究对象ꎬ均符合呼吸衰竭相关诊

吸不畅ꎬ加上对自身病情了解少ꎬ认知存在偏颇ꎬ易出现恐惧、

两组ꎬ每组各 ５２ 例ꎮ 对照组中男 ３２ 例ꎬ女 ２０ 例ꎻ年龄 ５９ ~ ７６

性格特点以及文化程度制定个性化心理干预措施ꎬ缓解压力ꎬ

断标准

[３]

岁ꎬ平均(６３.１２±４.０７) 岁ꎻ疾病类型:Ⅰ型 １５ 例ꎬⅡ型 ３７ 例ꎮ

消除不良心理ꎬ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与配合度ꎮ ( ２) 用氧护
理:吸氧时密切监测呼吸、心率、血压等基本情况ꎬ避免患者出

基 金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河 南 省 重 点 科 技 攻 关 计 划 项 目

现二氧化碳潴留ꎮ ( ３) 呼吸道护理:指导患者咳痰ꎬ以叩背、

作者单位:４７６１００ 河南商丘ꎬ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

施纤维支气管镜吸出分泌物ꎬ必要时选择性实施茶碱类兴奋

(１４２１０２３１０１２４)
医学科

翻身等方式促进排痰ꎬ若患者痰液难以排出、呼吸困难ꎬ则实

药物ꎬ但使用剂量需控制好ꎮ ( ４) 呼吸训练:①缩唇呼吸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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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ＦＧＣ－Ａ＋型肺功能分析仪检测两组护理前、后肺功能ꎬ包

抿嘴缩唇ꎬ利用鼻腔吸气ꎬ经嘴缓缓吐气ꎬ吸气与呼气时间为

４ ∶ ２ꎮ ②腹部呼吸法ꎮ 将左手与右手分别放置于胸腔、下腹

括 ＦＥＶ１ ％、ＦＥＶ１ 、ＦＥＶ１ / ＦＶＣꎮ

４.统计学处理: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ꎬ

部实施呼吸ꎬ吸气时抬起右手ꎬ腹部隆起ꎮ 腹部在呼气时塌

计量资料以( ｘ
±ｓ) 表示ꎬ进行 ｔ 检验ꎻＰ<０.０５ 为差异具有统计

陷ꎬ右手随其轻轻下压ꎮ 左手在整个呼吸过程保持不动ꎬ吸气
与呼气时间为 ４ ∶ ２ꎮ ③惊恐呼吸法ꎮ 交替使用缩唇呼吸法

学意义ꎮ

和腹部呼吸法ꎬ在此过程中保持身体前倾ꎬ并配合四肢运动与

扩胸运动ꎬ其仅在患者出现呼吸急促时使用ꎮ ( ５) 卧位护理:

二、结果

１.两组临床症状指标改善情况比较:两组护理前心率、呼

患者清醒后ꎬ将床头调整为 ６５°ꎬ维持半卧位ꎬ以便指导患者

吸频率、氧分压与二氧化碳分压对比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时ꎬ密切监测患者呼吸频率、氧饱和度ꎬ必要时给予吸氧ꎮ 以

组ꎬ氧分压高于对照组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ꎮ 见

被动性与主动性活动上肢肌肉、关节ꎮ ( ６) 有氧训练:训练
上下肢训练为主ꎬ运动强度为心率 < １２０ 次 / ｍｉｎ、氧饱和度 >

０.０５) ꎻ实验组护理后心率、呼吸频率、二氧化碳分压低于对照

表 １ꎮ

８０％ꎮ

３.评价指标:(１) 对比两组患者临床症状指标改善情况ꎬ

２.两组肺 功 能 比 较: 两 组 护 理 前 ＦＥＶ１％、 ＦＥＶ１、 ＦＥＶ１ /

ＦＶＣ 水平对比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ꎻ实验组护理后
ＦＥＶ１ ％、ＦＥＶ１ 、ＦＥＶ１ / ＦＶＣ 水平高于对照组ꎬ差异具有统计学

包括心率、呼吸频率、氧分压与二氧化碳分压ꎬ其中氧分压与
二氧化碳使用日本 Ｂａｙｅｒ Ｒａｐｉｄｌａｂ ８５０ 血气分析仪测定ꎮ (２)
表１
心率( 次 / ｍｉｎ)

组别
实验组( ｎ ＝ ５２)
对照组( ｎ ＝ ５２)
ｔ值

护理前

护理前

１２１.６９±１１.０５ ８９.６９±６.６２
１２１.５２±１０.８７ ９９.５９±７.３９

二氧化碳分压( ｍｍＨｇ)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４９.６０±７.３５

９７.３１±７.５３

９９.４６±７.５９

７２.８９±１２.０９

０.０９５

７.９７２

０.０３５

１９.０６０

０.０７４

３.１８６

０.０００

２６.２１±４.４２

０.９２４

表２
护理前

护理前

１９.５３±４.１２

ＦＥＶ１％( ％)

组别

氧分压( ｍｍＨｇ)

护理后

３２.９８±６.９１
３３.１１±７.０２

７.１９６

０.９３７

Ｐ值

两组临床症状指标改善情况比较( ｘ
±ｓ)
呼吸频率( 次 / ｍｉｎ)

护理后

０.０７９

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２ꎮ

护理后

０.０００

４９.６５±７.４２
０.９７３

６９.８１±７.１８

９９.５７±７.６３

０.０００

０.９４１

两组肺功能比较( ｘ
±ｓ)
护理前

ＦＥＶ１( Ｌ)

护理后

８０.２５±１１.４６

护理前

０.００２

ＦＥＶ１ / ＦＶＣ

护理后

实验组( ｎ ＝ ５２)
对照组( ｎ ＝ ５２)

４７.９８±４.１２

７５.４１±５.７３

１.４５±０.２２

２.８５±０.４４

４３.９７±５.３４

７７.９０±５.１６

Ｐ值

０.４４７
０.６５６

１１.４２２

０.９７０

１２.３１６

０.６８４

１２.２５０

ｔ值

讨论

４７.６２±４.１０

６４.１１±４.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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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０

０.４９５

６５.７３±４.９７
０.０００

呼吸衰竭具有发病率高、易反复发作、病程长、并

平高于对照组ꎬ提示联合早期护理干预可有效改善患者临床

发症多等特点ꎬ是一种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ꎮ 呼吸衰竭严重

症状、肺功能ꎮ 早期护理干预以患者为中心ꎬ制定符合实际的

时可引起呼吸困难、发绀等症状ꎬ加上患者多为老年人ꎬ其免

护理方案ꎬ更好地抓住了护理干预时机ꎬ给予患者整体性的护

疫力与抵抗力低下ꎬ有较高的病死率 [４] ꎮ 机械通气法是临床

理服务ꎬ可使机械通气护理更规范化、程序化ꎬ通过实施卧位

治疗呼吸衰竭的主要方式ꎬ可有效保持代谢稳定ꎬ改善机体气

护理与有氧训练可使患者肢体活动能力增强ꎬ稳定器官功能ꎬ

体潴留紊乱情况ꎬ确保呼吸通畅ꎮ 治疗过程中ꎬ需实施镇痛、

促进血液循环ꎻ呼吸训练可主动收缩膈肌ꎬ降低呼吸频率ꎬ增

镇静治疗ꎬ患者需处于休眠状态ꎬ会使其自身的氧代谢、耗氧

加潮气量与肺泡通气量ꎬ减少功能残气量ꎬ增强患者咳嗽能

量减少ꎬ维持重要脏器的氧气供给ꎮ 但长期制动状态可使机

力ꎬ可尽早将胸腔内积液、积气以及肺内痰液排出ꎬ使肺复张ꎮ

体生物化学通道激活ꎬ致使肌肉蛋白合成、分解异常ꎬ对患者

此外ꎬ早期护理干预可通过持续改进护理质量ꎬ确保了通气的

肌肉组织、神经组织、循环功能会有不良影响ꎬ会减弱营养支

安全实施ꎬ利于促进患者疾病恢复ꎬ缩短治疗时间ꎬ减轻经济

持ꎬ造成胰岛素抵抗紊乱、失用性肌萎缩ꎬ甚至可引起神经传

负担ꎬ还能提高通气护理质量的满意度ꎬ增加患者的依从性ꎬ

导迟钝或阻滞ꎬ临床治疗时实施有效的护理措施对于促进患

从而改善护患关系ꎮ

者恢复具有重要意义

[５￣６]

ꎮ

常规护理多在患者病情稳定后实施ꎬ干预时间较晚ꎬ难以
很好的规避护理风险因素ꎬ且护理全面性欠佳ꎬ无法达到理想

综上所述ꎬ早期护理干预可有效改善呼吸衰竭患者肺功
能与临床症状ꎬ利于促进患者康复ꎬ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ꎮ

的护理效果ꎮ 早期护理干预中在确认患者病情后便开始实施

[１]

护理干预ꎬ尽可能规避影响康复效果的因素ꎬ可使不良心理因

[２]

素对患者造成的影响最大限度的减少ꎬ帮助患者树立治疗疾

病的信心 [７￣８] 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实验组心率、呼吸频率、二氧
化碳分压低于对照组ꎬＦＥＶ１％、ＦＥＶ１、ＦＥＶ１ / ＦＶＣ 及氧分压水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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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母乳喂养系统化健康宣教的效果观察
梁碧青

蓝远妮

【 摘要】

邝萍萍
探讨系统化健康宣教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ＮＩＣＵ) 中的应用效果ꎮ 方法

目的

选取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２０１８ 年 ５ 月本院 ＮＩＣＵ 接收的 ６０ 例新生儿作为研究对象ꎬ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

两组ꎬ每组各 ３０ 例ꎮ 研究组给予患儿家属母乳喂养知识系统化健康宣教ꎬ而对照组仅给予常规健康宣教ꎬ
对比两组母乳喂养情况及患儿家属母乳喂养知识掌握率ꎮ 结果

研究组患儿住院期间并发症发生率( ６.

６７％) 明显低于对照组(２０.００％) 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有意义( Ｐ< ０.０５) ꎬ研究组母乳喂养成功率( ９０.００％) 明
显高于对照组(６３.３３％) 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 ꎻ研究组患儿家属母乳喂养知识掌握率( １００.

００％) 明显高于对照组(９０.００％) 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结论

新生儿母乳喂养系统化健康宣

教效果显著ꎬ有效提高母乳喂养率ꎬ值得在临床推广实施ꎮ
【 关键词】

新生儿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

家属ꎻ

母乳喂养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系统化健康宣教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９.１６.０４４

母乳是婴儿最佳的天然食品ꎬ这一结论已受到大量学者
研究证实ꎬ世界卫生组织也已将保护、促进和支持母乳喂养作
为卫生工作的重要环节

[１]

ꎮ 母乳喂养给新生儿的生命开启

了一个完美的开端ꎬ纯母乳喂养不仅有利于母亲产后子宫复

新生儿肺透明膜病 ２ 例ꎮ 本次研究工作已获得院内伦理委员
会批准ꎬ两组患儿在性别、胎龄、体重等方面资料上对比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ꎬ存在可比性ꎮ

２.方法:对照组仅给予常规产科护理ꎬ简单介绍分娩及母

旧ꎬ减少产后并发症ꎬ同时母乳中含有 ＤＨＡ、ＡＡ、天然胡萝卜

乳喂养相关知识ꎬ不接受系统化健康教育ꎮ 研究组在对照组

母子感情ꎬ因此ꎬ大力提倡母乳喂养成为临床妇产科医护人员

健康教育团队:规范体制过程ꎬ建立由新生儿科护士长领导的

素、ａ－乳清蛋白ꎬ能够有效增强新生儿抵抗力ꎬ且有助于增进
的一项重要目标

[２]

ꎮ 有学者表明

[３]

ꎬ对 ＮＩＣＵ 中的患儿采取

系统化的健康宣教ꎬ有助于提高患儿家属对母乳喂养的正确
认知ꎮ 本次研究为了进一步探讨系统化健康宣教在新生儿母
乳喂养中的应用价值ꎬ选取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２０１８ 年 ５ 月本院
ＭＩＣＵ 接收的 ６０ 例患儿家属进行研究ꎬ现将成果报道如下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选取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２０１８ 年 ５ 月本院 ＮＩＣＵ

接收的 ６０ 例新生儿及其家属作为研究对象ꎮ 纳入标准 [４] :
(１) 所有新生儿母亲均符合母乳喂养标准ꎻ( ２) 患儿家属均为
小学以上文化水平ꎻ(３) 年龄范围 １８ ~ ４６ 岁ꎮ 排除标准:( １)

合并有传染性疾病者ꎻ( ２) 存在乳汁传播性疾病者ꎻ( ３) 合并
严重消化道畸形患儿ꎮ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与对照
组两组ꎬ每组各 ３０ 例ꎬ研究组中男 １７ 例ꎬ女 １３ 例ꎬ胎龄 ２７ ＋４ ~

３６ 周ꎬ平均(３２.１２±２.８４) 周ꎬ体重 ０.７５ ~ ２.５ ｋｇꎬ平均( １.７４±
＋６

的护理基础上实施系统化健康教育ꎬ具体方法如下:( １) 建立
健康教育小组ꎬ制定系统的健康教育过程和内容ꎬ明确护理人
员的工作职责ꎬ定期组织团队成员讨论工作中的问题ꎬ检查空
缺并制定干预措施ꎮ ( ２) 全员培训:定期对新生儿科医护人
员进行母乳喂养知识培训与专业考核ꎬ并通过培训使他们熟
悉母乳喂养的知识ꎬ从而为患儿家属实施熟练的健康宣教ꎮ
(３) 宣教前评估:在展开教育前ꎬ宣教小组组长对患儿家属的
母乳喂养能力展开评估ꎬ并根据患儿自身及其家庭状况制定
系统的母乳喂养健康教育计划ꎮ ( ４) 改进宣教课程:完善任

务课程在理论讲座的基础上ꎬ增加母乳喂养任务课程的频率ꎬ
并开展各种多元化课程ꎬ如 ＰＰＴ 授课、图片、视频演示及利用
模型实践模拟等ꎬ让患儿家属能够及时获得专业知识ꎬ并协助
其解决问题ꎮ (５) 扩大宣教对象:扩大了新生儿的家庭成员
的教育目标ꎬ这些新生儿家属已经由以往出院扩大到所有住
院新生儿的家庭ꎬ特别是刚入院的患儿家庭入院后的第一次

０.５４) ｋｇꎻ其中早产儿 ２４ 例ꎬ新生儿肺透明膜病 ６ 例ꎻ对照组

健康教育ꎬ应积极重视对待ꎬ扩大宣教对象ꎮ ( ６) 宣教后评

周ꎬ体重 １.３ ~ ２.５ ｋｇꎬ平均(１.８９±０.４３) ｋｇꎬ其中早产儿 ２８ 例ꎬ

知情况ꎬ对其短板处进行重点讲解ꎬ必要时进行再次干预ꎬ不

中男 １８ 例ꎬ女 １２ 例ꎬ胎龄 ２９ ~ ３６ 周ꎬ平均( ３２. ５６ ± ２. ７９)
＋５

＋４

作者单位:５１７０００ 广东河源ꎬ河源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

价:在每次健康教育后ꎬ应及时了解患儿家属对母乳喂养的认
断改进教学方法和内容ꎮ

３.观察指标:观察两组患儿住院期间并发症发生率ꎻ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