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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联合健康教育对手足口病患儿心理状态及治疗依从性的效果

向　琼 、 邵建美 、 杨　洋 、 陈伶莉 、 陈娅薇

【摘要】目的　观察心理护理联合健康教育在小儿手足口病患儿心理状态及治疗依从性的影响。

方法　选取小儿手足口病患儿 10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n =50）和观察组（n =50）。对照组采用常规

方法护理，观察组采用心理护理联合健康教育护理，采用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表（SCARED）和

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DSRSC）量表对两组患儿焦虑、抑郁状态进行评定；比较两组护理效果及对

其焦虑状态及治疗依从性的影响。结果　观察组护理后发热缓解时间、疱疹缓解时间、溃疡缓解时

间及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 0.05）；两组患儿护理前抑郁量表及焦虑量表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 0.05）；观察组护理后抑郁量表及焦虑量表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护理后行为、

运动、饮食及用药治疗依从性均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小儿手足口病患儿治疗过程中实施

心理护理联合健康教育效果理想，能改善患儿心理状态，提高治疗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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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combined with health education on mental status and treatment compli-
ance of children with hand-foot-mouth disease　XIANG Qiong，SHAO Jianmei，YANG yang，et al. Ya'an Peo-
ple's Hospital of Sichuan Province，Ya’an 625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combined with health education on mental 

status and treatment compliance of children with hand-foot-mouth disease（HFMD）. Methods　100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HFMD were col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n = 50）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n = 50）. 

The Screen for Child Anxiety Related Emotional Disorders（SCARED）and Depression Self-Rating Scale forChildren

（DSRSC）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of the two groups of children；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the routine nursing.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psychological nursing combined with health education nurs-

ing were administrated on the basis of the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on the patients' treatment 

compliance，anxiety status and treatment compliance in terms of behavior，exercise，diet and drug use were compared 

. Results　The relieving time of fever，herpes，ulcer and hospitalization were short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cores of SCARED and DSRSC for the 

two groups before nursing（P>  0.05）. The scores of the two scales mentioned abov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compliance of behavior，exercise，diet and drug treatment in the ob-

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nursing combined 

with health education can be better to improve the anxiety of children with HFMD，also improve the treatment compli-

ance.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nursing；Health education；HFMD；Mental status；Treatment 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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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口病又称为发疹性水疱性口腔炎，属于是

一种儿童传染性疾病，患儿主要是由于感染柯萨奇

病毒 A16 型及肠道病毒 71 型等引起，患儿发病后临

床上主要表现为手、足、口等部位发生疱疹，且当

疱疹破损后容易引起溃疡，严重者甚至并发肺水肿、

心肌炎，威胁患儿生命和健康［1］。流行病学统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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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表明：手足口病发生率呈现上升趋势，且发病后

容易呈群体性扩散，不利于患儿成长［2］。因此，患

儿发病后采取有效的治疗、护理措施对提高临床效

果具有深远的意义［3］。常规护理虽然能满足患儿治

疗需要，但是由于患儿年龄较小，治疗依从性较差，

部分患儿甚至拒绝治疗，难以达到预期的护理效果。

近年来，心理护理联合健康教育在部分小儿手足口

病中得到应用，且效果理想［4］。为了探讨心理护理

联合健康教育在小儿手足口病中的应用及对患儿焦

虑状态及治疗依从性的影响。取 2015 年 5 月 -2016
年 7 月医院收治小儿手足口病患儿 100 例，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取小儿手足口病患儿 10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

和观察组。对照组 50 例，男 26 例，女 24 例，年龄

（6～45）月，平均（24.17±4.26）月，病程（2～6）d，

平均（2.84±0.59）d。观察组 50 例，男 28 例，女 22
例，年龄（6～47）月，平均（23.96±4.37）月，病

程（2～7）d，平均（2.79±0.59）d。纳入标准：①符

合 2010 年国家卫生部制定的《手足口病诊疗指南》［5］

中的诊断标准；②患儿均经过检查确诊后小儿手足口

病。排除标准：①排除合并有影响效应指标观测、判

断其他生理或病理者；②排除合并严重心、肝、肾功

能异常者；③排除不愿意接受治疗或经外院治疗者。

本项研究通过了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所有患儿及

患儿家长均充分知情同意后签署自愿参与本研究的

《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治疗方法　2 组患儿入院后均给予积极

的临床治疗和对照处理，根据患儿情况静滴 0.2ml 喜

炎平注射液混合 100ml 浓度为 5％葡萄糖溶液中，每

天 1 次，静滴；将 10mg 利巴韦林注射液混合 10ml 浓

度为 0.9％生理盐水中，每天 1 次，静滴；将 10ml 黄

芪注射液混合 100ml 浓度为 5％葡萄糖中，静滴。根

据患儿恢复情况适当的增减药物剂量和类型［6］。

1.2.2　护理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方法护理方

法：入院后了解患儿基本情况，完善其相关检查帮助

患儿尽早确诊。同时，护士向患儿及家属宣传教育

手足口病的相关医学知识，如发病机制、原因、治

疗方法等，尽可能获得患儿家属的配合［7］。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心理护理联合

健康教育护理方法：①心理护理。由于患儿年龄相对

较小，住院治疗过程中内心不免会产生恐惧、害怕

等负性情绪，容易产生哭闹、拒绝治疗等情况。因

此，护士应根据患儿的生理、性格特点等加强与其

沟通、交流，善于与患儿做游戏、讲故事等，消除

患儿的陌生感和紧张不安心理，帮助患儿树立战胜

疾病的信心，提高患儿治疗配合度［8］。②饮食护理。

手足口病患儿发病后消化功能减弱，容易引起口腔

溃疡。因此，治疗过程中应加强患儿饮食护理，向

患儿及家属宣传教育饮食护理的重要性，根据患儿

的饮食习惯让患儿尽可能饮食营养价值较高的食物，

善于通过饮食搭配提高患儿食欲。同时，护士还应

该鼓励患儿多饮水，维持机体水电解质平衡。③健

康教育。健康教育在小儿手足口病的治疗过程中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医院应该增加病区宣传栏，为家

属发放关于手足口病的相关资料，定期组织公益讲

座，让患儿家属了解疾病。同时，医院还可以善于

利用多媒体工具加强疾病病因、流行机制、临床表

现等知识宣传教育，让患儿及患儿家长从思想上提

高预防意识，密切观察患儿和保持其个人卫生，帮

助患儿养成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9，10］。④口腔及皮

肤护理。护士正确的指导患儿保持口腔卫生，饭前、

饭后采用淡盐水漱口；对于出现疱疹皮肤采用阿昔洛

韦软膏进行涂抹，经常为患儿修剪指甲，避免抓破

皮疹诱发感染。

1.3　观察指标

（1）症状改善时间。观察 2 组护理后发热缓解

时间、疱疹缓解时间、溃疡缓解时间、住院时间等。

（2）心理状态。采用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表

（SCARED），该量表共有 41 个条目，按 0-2 三级评

分，得分越高，焦虑越严重。采用儿童抑郁障碍自

评量表（DSRSC）量表，该量表共有 18 个条目，按

照 0-2 三级评分，得分越高，心理波动越大。（3）治

疗依从性。从行为、运动、饮食及用药 4 方面对患

儿治疗依从性进行评估。

1. 4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8.0 软件处理，计数资料行 χ2 检验，

采用（n，％）表示；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行 t 检验，

采用（x±s）表示，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护理后症状改善时间比较

观察组患儿护理后发热缓解时间、疱疹缓解

时间、溃疡缓解时间及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

（P<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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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护理后症状改善时间比较（x±s，d）

组别 例数 发热缓解 疱疹缓解 溃疡缓解 住院时间

观察组 50 2.3±0.3 3.1±0.3 3.4±0.5 4.8±1.6

对照组 50 4.6±0.4 5.8±0.6 5.1±0.7 7.3±2.4

t / 19.241 20.431 22.081 17.416

P / <0.05 <0.05 <0.05 <0.05

2.2　两组患儿护理前、后心理波动变化比较

两组患儿护理前抑郁量表及焦虑量表评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两组患儿的焦虑、

抑郁评分均显著低于护理前，且观察组护理后抑郁

量表及焦虑量表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见

表 2。
表2　2组护理前、后心理波动变化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SCARED评分 DSRSC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50 64.12±5.63 31.10±2.53* 57.41±5.33 31.35±1.84*

对照组 50 65.02±4.83 50.25±3.31* 56.98±4.84 42.71±3.84*

t / 0.948 16.371 1.935 20.941

P / >0.05 <0.05 >0.05 <0.05

注：护理后与护理前相比，*P<0.05。

2.3　两组患儿护理后治疗依从性比较

观察组患儿护理后行为、运动、饮食及用药治

疗依从性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儿护理后治疗依从性比较（n，％）

组别 例数 行为 运动 饮食 用药

观察组 50 41（82.0） 40（80.0） 43（86.0） 42（84.0）

对照组 50 38（76.0） 36（72.0） 35（70.0） 37（74.0）

χ2 / 6.471 7.396 5.216 6.493

P /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手足口病在儿童中发病率较高，发病后表现为

手、足、口腔黏膜等部位发生疱疹，严重者甚至发

生溃疡，影响患儿健康。同时，患儿年龄由于相对

较小，导致患儿治疗依从性较差，也容易产生恐惧、

焦虑等负性情绪，从而影响治疗效果。近年来，心

理护理联合健康教育在小儿手足口病患儿中得到应

用，且效果理想。心理护理是一种新型的护理模式，

该护理模式能从患儿、患儿家属等角度进行心理强

化干预，加强对患儿心理评估，了解患儿内心的真

实想法，有针对性的消除患儿内心的负性情绪，从

而缓解其焦虑状态。同时，心理护理能加强对患儿

家属的心理指导，向患儿家属讲解疾病相关知识，

在治疗过程中尽可能获得家属的支持和配合，降低

护患纠纷发生率，帮助患儿及家属树立战胜疾病的

信心，提高患儿治疗效果。健康教育也是小儿手足

口病患儿中常见的护理方法，该护理方法主要以疾

病的发病诱因、预防措施、治疗手段等为主要宣教

内容，能提高患儿及家属对该疾病的知晓率，进而

增强患儿及家属对治疗和护理的配合度，提高服药

依从性，从而避免病情进一步发展，能降低并发症

发生率，缩短口腔溃疡愈合时间，促进患儿早期康

复。同时，健康教育的实施能让患儿家属帮助其养

成良好的习惯，善于根据手足口病的发病特点、传

播方式等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干预。临床上，小儿

手足口病患儿治疗过程中实施心理护理联合健康教

育效果理想，能发挥不同护理模式优势，提高患儿

治疗依从性，促进患儿早期恢复。

综上所述，手足口病患儿在常规治疗和护理的

基础上，合并实施心理护理联合健康教育临床观察

效果较为理想，能改善患儿焦虑状态，提高治疗依

从性，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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