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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ＣＣ 模式的个性化健康教育对毛细支气管炎患儿家属
照顾水平及护理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秦园园
【 摘要】

目的

分析以家庭为中心( ＦＣＣ) 模式的个性化健康教育对毛细支气管炎患儿家属照顾水

平及护理工作满意度的影响ꎮ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２０１８ 年 ８ 月本院收治的毛细支气管炎患儿 ９０ 例

作为研究对象ꎬ按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两组ꎬ每组各 ４５ 例ꎮ 对照组开展常规模式健康教育ꎬ观
察组在上述基础上予以 ＦＣＣ 模式的个性化健康教育ꎬ比较两组干预前后家属对患儿的照顾水平及家属护
理工作满意度ꎮ 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雾化方法、疾病防治、饮食护理、日常生活护理等优于对照组( Ｐ< ０.

０５) ꎬ观察组家属护理工作满意度(９５.５６％) 高于对照组(７７.７８％) ( Ｐ<０.０５) ꎮ 结论

ＦＣＣ 模式的个性化健

康教育应用于毛细支气管炎患儿ꎬ可显著提高患儿家属照顾水平ꎬ提升家属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ꎮ
【 关键词】

以家庭为中心模式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

毛细支气管炎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家属照顾水平ꎻ

家属护理工作满意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９.１６.０５１

毛细支气管炎属于小儿常见的急性下呼吸道感染性疾
病ꎬ主要表现为干咳、发热等ꎬ若未得到及时治疗ꎬ可诱发肺心
病、肺气肿等严重并发症ꎬ对患儿生长发育及生命健康造成严
重威胁ꎮ 目前ꎬ针对毛细支气管炎患儿临床主要以控制感染、

(１) 患儿家属听力、认识、语言功能障碍者ꎻ( ２) 患儿家属存在
精神系统疾病者ꎻ(３) 严重心肝肾等脏器功能异常者ꎻ( ４) 全
身感染性疾病者ꎮ

２.方法:给予所有患儿进行常规抗感染、对症治疗等ꎬ在

对症治疗为主ꎬ临床实践发现ꎬ在药物治疗过程中配合一定护

此基础上予以两组不同干预措施ꎮ 对照组施行常规模式健康

理措施ꎬ尤其是加强患儿家属健康教育对疾病康复至 关 重

教育ꎬ口头宣教ꎬ发放相关健康知识手册ꎬ开展健康教育讲座ꎬ

ꎮ 以家庭为中心(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ｃａｒｅꎬＦＣＣ) 模式的个体

１ 次 / 周ꎬ出院前交代居家注意事项ꎮ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

育活动ꎬ可显著提高患儿家属疾病认知度ꎬ进而提升家属照顾

象:患儿父母、祖父母或长期看护人ꎮ ( ２) 教育方式:个体化

要

[１]

化健康教育是以家庭为中心开展的一种具有针对性的健康教
水平ꎬ缓解患儿病情 [２] ꎮ 基于此ꎬ本研究选取 ９０ 例毛细支气
管炎患儿进行了 ＦＣＣ 模式的个性化健康教育对患儿家属照
顾水平及护理工作满意度的影响ꎮ 具体报道如下ꎮ
一、资料及方法

给予 ＦＣＣ 模式的个性化健康教育ꎬ具体措施如下:( １) 宣教对
教育、集体讲座、口头教育、宣传手册等方式进行相关知识宣

教ꎮ (３) 具体内容:①基本情况评估:积极与患儿家属沟通ꎬ
了解其心理、认知、接受能力及家庭基本情况ꎬ并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具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健康教育ꎻ②教育时机选择:儿童

１.一般资料:选取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２０１８ 年 ８ 月本院收治的

为特殊住院群体ꎬ一般至少两名家属看护ꎬ选择家庭人员都在

察组与对照组两组ꎬ每组各 ４５ 例ꎮ 对照组中男 ２５ 例ꎬ女 ２０

教育内容:相关疾病发病原因、临床表现、治疗措施、注意事

毛细支气管炎患儿 ９０ 例作为研究对象ꎬ按随机数表法分为观

情况下进行健康宣教ꎬ避免宣教时因照顾患儿而缺席ꎻ③健康

例ꎻ年龄 ０.５ ~ ５.２ 岁ꎬ平均( ３.４２± ０.５８) 岁ꎻ病程 １ ~ ７ ｄꎬ平均

项、药物不良反应、护理重要性、预防方法、饮食指导等ꎻ④家

(３.８７±１.２８) ｄꎮ 观察组中男 ２４ 例ꎬ女 ２１ 例ꎻ年龄 ０.５ ~ ６.０ 岁ꎬ
平均(３.７０±０.６２) 岁ꎻ病程 １ ~ ７ ｄꎬ平均(３.９８±１.３６) ｄꎮ 两组患
儿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 ꎬ具有可比

性ꎮ 此研究已经取得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ꎮ 纳入标准:
(１) 符合 ２０１４ 年版« 毛细支气管炎诊断、治疗与预防专家共
识»

[３]

相关毛细支气管炎诊断标准ꎻ(２) 年龄≤６ 岁ꎻ( ３) 患儿

家属具有良好沟通能力ꎻ( ４) 签署研究同意书ꎮ 排除标准:
作者单位:４５１１９１ 河南新郑ꎬ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儿科

庭共同参与治疗:充分调动家属积极性参与患儿治疗过程ꎬ告
知家属雾化吸入治疗重要性与必要性ꎬ雾化结束后ꎬ利用温开
水对雾化面罩进行消毒ꎻ向患儿家属演示排痰护理ꎬ并讲解拍
背方法与重要性ꎬ患儿咳嗽时采取头低前倾位ꎬ利于排出痰
液ꎻ指导家属密切观察患儿体征及病情ꎬ一旦发现异常ꎬ立即
报告医生ꎻ⑤出院指导:指导患儿家属ꎬ日常注意患儿保暖ꎬ随
天气变化及时增添衣物ꎻ患病期间ꎬ饮食以半流质为主ꎬ增加机
体水分ꎻ充分补充营养ꎬ以少食多餐ꎬ清淡饮食、营养均衡为原则ꎻ
保持家庭良好环境ꎬ房间通风ꎬ空气清新湿润ꎬ防止过分干燥ꎮ

３.观察指标:( １) 比较两组干预前后家属对患儿照顾水

平ꎬ包括雾化方法、疾病防治、饮食护理、日常生活护理等内
容ꎮ (２) 比较两组家属护理工作满意度ꎬ自制护理工作度满

４.统计学处理: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５. ０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ꎬ计数资料采用[ ｎ( ％) ] 表示ꎬ进行 χ２ 检验ꎬ以 Ｐ< ０.０５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意调查表ꎬ主要内容包括教育水平、服务态度、护理质量、心理

疏导等ꎬ采取百分制ꎬ满意:９０ ~ １００ 分ꎬ基本满意:７５ ~ ８９ 分ꎬ
不满意:<７５ 分ꎮ 家属护理工作满意度 ＝ ( 满意＋基本满意) 例
数 / 总例数×１００％ꎮ

表１
时间

组别
观察组( ｎ ＝ ４５)

干预前
χ２ 值
Ｐ值
干预后
χ２ 值
Ｐ值

对照组( ｎ ＝ ４５)
观察组( ｎ ＝ ４５)
对照组( ｎ ＝ ４５)

雾化方法

疾病防治

饮食护理

日常生活护理

２７(６０.００)

２２(４８.８９)

２０(４４.４４)

２５(５５.５６)

０.０５１

０.０４５

０.１８２

１５(３３.３３)
０.８２２

１９(４２.２２)
０.８３２

２１(４６.６７)
０.０４５

０.６７０

０.８３３

４３(９５.５６)

４２(９３.３３)

４４(９７.７８)

４４(９７.７８)

５.０７５

４.４０６

４.４４４

７.２００

３６(８０.００)

３５(７７.７８)

０.０２４

家属护理工作满意度比较[ ｎ( ％) ]

组别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观察组( ｎ ＝ ４５) ３５(７７.７８) ８(１７.７８)
２(４.４４)
对照组( ｎ ＝ ４５) ２２(４８.８９) １３(２８.８９) １０(２２.２２)
χ２ 值

讨论

照组(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１ꎮ

１４(３１.１１)

２.家属护理工作满意度比较:观察组家属护理工作满意

Ｐ值

１.家属对患儿照顾水平的比较:干预后观察组雾化方法、

疾病防治、饮食护理、日常生活护理等内容掌握情况均优于对

干预前后家属对患儿照顾水平比较[ ｎ( ％) ]

度为 ９５.５６％ꎬ高于对照组的 ７７.７８％(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２ꎮ
表２

二、结果

满意度

３７(８２.２２)

０.０３６

３６(８０.００)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０

率ꎻ通过教育时机选择ꎬ有效避免健康教育家属缺席ꎬ可提高
健康教育执行率ꎻ并通过发病原因、治疗措施、注意事项、预防
方法、饮食指导等雾化方法宣教ꎬ可显著提高家属疾病认知
度ꎻ此外ꎬ通过家庭共同参与治疗及出院指导宣教ꎬ可显著提

４３(９５.５６)

高家属对患儿日常照顾合理性与科学性ꎬ提升照顾水平 [８] ꎮ

６.１５４

组( Ｐ<０.０５) ꎬ表明 ＦＣＣ 模式的个性化健康教育应用于毛细支

３５(７７.７８)
０.０１３

据统计ꎬ每年约有 ３％ 的婴幼儿因毛细支气管炎

住院治疗ꎬ研究发现ꎬ因患儿病情及群体特殊性ꎬ治疗过程中
加强家属健康教育对患儿病情好转具有意义 [４] ꎮ 健康教育

此外ꎬ本研究结果发现ꎬ观察组家属护理工作满意度高于对照
气管炎患儿ꎬ可显著提高家属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ꎬ并在一定
程度上有利于减少医患纠纷ꎬ优化医疗环境ꎮ
综上所述ꎬＦＣＣ 模式的个性化健康教育应用于毛细支气
管炎患儿ꎬ可显著提高患儿家属照顾水平ꎬ提升家属对护理工
作的满意度ꎮ

是一种具有计划性的教育活动ꎬ可促使人们主动采纳利于健
康的生活及行为方式ꎬ减少危险因素ꎬ促进疾病快速恢复ꎬ在
护理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５] ꎮ

近年来ꎬ随健康教育等护理模式逐步发展成熟ꎬＦＣＣ 模式

的个性化健康教育作为一种新型护理理念逐渐应用于临床护
理中ꎬ将家庭成员作为促进健康的重要因素ꎬ是健康护理不可
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６] ꎮ 马媚媚等 [７] 学者指出ꎬＦＣＣ 模式护
理已广泛应用于临床儿科护理中ꎬ可有效缓解儿童呼吸道传
染病患儿病情ꎬ提高患儿家属雾化方法认识度ꎬ并可显著提升
治疗依从性ꎮ 本研究将 ＦＣＣ 模式的个性化健康教育应用于

部分毛细支气管炎患儿ꎬ结果发现ꎬ观察组雾化方法、疾病防
治、饮食护理、日常生活护理等均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ꎬ表明
相比常规教育模式而言ꎬＦＣＣ 模式的个性化健康教育在提高
家属对患儿护理水平方面具有显著优势ꎬ有利于家属照顾水
平提升ꎮ 其原因主要在于家属不仅是患儿主要看护者ꎬ还是
儿童健康重要参与者ꎬ护理过程中通过评估家属不同情况给
予个性化健康教育ꎬ并打破常规教育方式ꎬ教育对象不止包括
患儿父母ꎬ扩展至祖父母及长期看护者ꎬ提高健康教育的覆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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