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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干预对小儿高热惊厥家属心理状态及患儿临床效果的影响

董　敏 、 李　丹 、 李乃侠 、 李　珍

【摘要】目的　研究综合护理干预对小儿高热惊厥家属心理状态及患儿临床效果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从 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11 月收治的小儿高热惊厥患者 8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40 例）

和对照组（40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方法进行护理，观察组采取综合护理干预方式进行护理。

将两组患儿家长的护理满意率、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与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以及患儿

退热时间、惊厥消失时间以及住院时间进行比较和分析。结果　观察组患儿家长的护理满意率为

97.50％，对照组的护理满意率为 85.00％，观察组的护理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 0.05）；观察组患儿的退热时间、惊厥消失时间以及住院时间明显少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 0.05）；两组患儿家长在干预前 SAS 和 SDS 评分组间无明显差异（P> 0.05），而干预后

观察组患儿家长的 SAS 评分与 SD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综

合护理干预措施能有效地辅助控制小儿高热惊厥，显著减少患儿退热时间、惊厥消失时间和住院时

间，同时能够明显改善患儿家长的焦虑抑郁情绪，提高患儿家属的护理满意率。具有肯定的临床疗

效，有助于患儿的康复及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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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小儿高热惊厥是常见的一种疾病，在小

儿时期伴有发热以及惊厥的临床表现，6 个月至 4 岁

幼儿为高发病年龄［1］。患儿发生高热惊厥的主要原

因为感染所致，特别是由于呼吸道感染所造成的体

温迅速的增高［2］。由于幼儿未发育完全，因此自身

的体温调节能力较差，当达到 39℃时，可伴有惊厥

以及肌肉抽搐的发生，若不及时加以处理，将导致

患儿惊厥发生次数频繁或者持续时间延长［3］。采取

有效的护理措施来救治患儿高热惊厥的发生具有重

要的临床意义。本文旨在评估综合护理干预对小儿

高热惊厥家属心理状态及患儿临床效果的影响。现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从 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11 月收治的

小儿高热惊厥患者 80 例，病例纳入标准：（1）确诊

为高热惊厥；（2）所有患儿均经家属同意参与本次

研究，签署本研究的《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
患儿合并有中枢神经系统的感染以及心肝肾等重要

脏器的疾病；（2）生化代谢紊乱且短时间内不易恢

复的患儿；（3）不配合参与本次研究的患者家属［4-5］。

本研究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采用随机数字表

法将 80 例小儿高热惊厥患者分为观察组（40 例）和

对照组（40 例）；对照组男 25 例，女 15 例，年龄 5
个月 ~7 岁，平均年龄（3.92±1.15）岁；观察组男 28
例，女 12 例，年龄六个月 ~6 岁，平均年龄（3.85±

1.17）岁。两组患者的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

差异，具有可比性（P>0.05）。

1.2　护理方法

两组患儿均给予静脉注射苯巴比妥钠或者安定

控制惊厥，并对患儿进行降温、脱水等治疗。对照

组采取常规护理方式进行护理，包括密切监测患儿

的生命体征以及精神状态，在床头准备退热以及解

痉药物，当患儿发生惊厥时及时通知医生进行处理，

并进行床旁急救，松解开患儿的衣领，处于仰卧位

或者侧卧位，头部偏向一侧清除口鼻分泌物并保持

呼吸道的通畅；在 24 h 内常规使用心电监护仪进行检

测患儿的生命体征，定时测量体温，注意观察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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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颜色以及面容的变化情况，在进行处理之后还

需要保持病房的环境安静并避免外界的刺激造成复

发，观察瞳孔大小以及囟门的变化，防止脑水肿的

发生。观察组在此基础上采取综合护理方式进行干

预，具体方法包括：（1）保持病房环境的舒适与整

洁，每天定时开窗进行通风以防止微生物等病原菌

的感染；患者穿着棉质以及宽松衣裤，不宜使用太厚

的被褥。（2）患儿由于疾病的影响大多数均有纳差等

临床表现，在饮食方面给予患者高维生素、高蛋白

以及易消化的食物，并进行合理的搭配以提高患儿

的食欲，补充所需营养物质；若为年龄较小的婴幼

儿，则提倡母乳喂养，增强抵抗力和免疫力，除此

之外，鼓励患儿多饮水。（3）大多数患儿均存在有烦

躁不安以及恐惧的情绪，其常常通过频繁的哭闹来

表现出来，因此经常给予患儿安抚，使患儿感觉到

安全感而减少哭闹；年龄较大的患儿则可以通过语言

沟通或者适当的奖励来减少哭闹。（4）给家属讲解相

关疾病的知识，使其对疾病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安

抚家长的情绪，并让其树立起对患儿治疗的信心。

1.3　观察指标

护理满意率、退热时间、惊厥消失时间、住院

时间、患儿家长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与抑郁自

评量表（SDS）评分。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8.0 统计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定性资料以率或百分比表示（n，％），采用 χ2

检验；定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采

用 t 检验。按α=0.05 的检验水准，以 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家长的护理满意率的比较

观察组患儿家长的护理满意率为 97.50％，对照组

的护理满意率为 85.00％，观察组的护理满意率明显高

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儿护理满意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χ2值 P 值

观察组 40 31（77.50） 8（20.00） 1（2.50） 39（97.50）*

3.914 0.048
对照组 40 25（62.50） 9（22.50） 6（15.00） 34（85.00）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2.2　两组患儿退热时间、惊厥消失时间以及住

院时间的比较

观 察 组 的 退 热 时 间 、 惊 厥 消 失 时 间 以 及 住

院 时 间 明 显 比 对 照 组 低 ， 差 异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儿退热时间、惊厥消失时间以及住院时间比较（x±s）

组别 例数 退热时间（h） 惊厥消失时间（h）住院时间（d）

观察组 40 26.3±6.5* 4.3±0.6* 6.2±1.2*

对照组 40 37.5±7.9 5.8±0.9 8.3±1.6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01。

2.3　两组患儿家长干预前后 SAS 评分与 SDS 评

分的比较

两组患者家长干预前 SAS 评分与 SDS 评分，组

间无明显差异（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家长 SAS

评分与 SDS 评分与干预前比较均降低，且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干预后的 SAS 评分

与 SD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儿家长干预前后SAS评分与SD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SAS评分 SDS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40 57.6±9.5 49.8±8.2*# 56.2±9.3 47.2±8.1*#

对照组 40 57.3±9.6 53.6±8.5# 56.1±9.4 51.3±8.7#

t 值 0.140 2.035 0.048 2.181

P 值 0.889 0.045 0.962 0.032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与护理干预前比较# P<0.05。

3　讨论

小儿高热惊厥典型的临床表现为突然发生的意

识丧失、面部及四肢肌肉呈阵挛性或强直性收缩、

口吐白沫、牙关紧闭、眼球表现为眼球上翻或者斜

视，部分患儿还伴有大小便失禁［6-7］。患儿大脑神经

元异常放电所导致骨骼肌群发生短暂以及不随意的

收缩运动是导致高热惊厥发生的病理原因［8］。由于

发病急且病小儿情重，如果不及时进行处理则会导

致患儿脑部不同程度的损害，给患儿本身以及家庭

均带来了严重的后果［9］。

本研究采取综合护理干预措施对高热惊厥患儿

进行护理干预，其家长的护理满意率、SAS 评分与

SDS 评分以及患儿退热时间、惊厥消失时间、住院

时间均优于实施常规护理组患儿，且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高热惊厥多发生于婴幼儿，可

能与小儿的神经系统发育不完全有关［10］。有研究结

果表明［11］，小儿高热惊厥的发生与年龄、遗传因素、

感染等有密切的联系，而年龄是惊厥发生的首要因

素，感染时发热的主要条件。如果处理不当将导致

患儿发生窒息、脑水肿等并发症，严重者甚至将导

致死亡［12］。在临床的治疗中一般没有针对小儿高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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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厥的特效药物，因此，积极的预防以及良好的护

理措施对于减少复发以及预后具有关键作用。在本

研究中为患儿提供一个安静与舒适的环境以减少外

界不良因素的刺激；密切观察患儿的生命体征使患儿

在发病的第一时间就得到积极的处理；正确的饮食指

导可以保证患儿机体能量的需求，以促进疾病的转

归与康复。同时，高热惊厥患儿的家长面对患病的

孩子，加上疾病知识的缺乏，容易出现焦虑、抑郁

情绪，疾病知识的讲解和心理护理可以改善患儿家

长抑郁焦虑情绪，使其能够更好的配合治疗，也提

高了家长对于护理的满意率。

综上所述，综合护理干预措施能有效地辅助控

制小儿高热惊厥，显著减少患儿退热时间、惊厥消

失时间和住院时间，同时能够明显改善患儿家长的

焦虑抑郁情绪，有助于患儿的康复及预后，值得进

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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