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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制整体护理联合家庭系统心理护理在儿童遗尿症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赵谷娜 、 张思敏 、 贾　甜 、 赵晓莉

【摘要】目的　探讨责任制整体护理联合家庭系统心理护理在儿童遗尿症（NE）护理中的应用效

果。方法　入选 2015 年 3 月 ~2016 年 6 月 84 例 NE 患儿，按入院顺序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对

照组 40 例接受常规护理，研究组 44 例接受责任制整体护理联合家庭系统心理护理。分别在护理前

及护理 3 个月后门诊对患儿进行艾森克个性问卷（EPQ）评估，并调查家长对遗尿症的认知情况。

结果　护理后，除掩饰性（L）评分无明显变化外，研究组精神质（P）、内外向（E）、情绪性（N）分

量表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且临床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研究组家长对遗

尿症的认知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责任制整体护理通过健康宣教及多种干预训练

指导，同时联合家庭系统心理护理改善患儿内向、情绪不稳的特征，最终可使患儿的遗尿症状及心

理问题得到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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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responsibility system holistic nursing combination with family system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children with enuresis　　ZHAO Guna，ZHANG Simin，JIA Tian，er al. the fourth people's Hospital of Shaanxi 
Province，Xi'an 710043，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responsibility system holistic nursing combination with family 

system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children with enuresis（EN）. Methods　84 cases children with EN from Mar.2015 to 

Jun.2016 were collected and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time of admission，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40 cases were given routine care，the study group with 44cases were given responsibility system holistic nursing combi-

nation with family system psychological nursing. The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was assessed the chil-

dren's outpatient care before and after 3 months，and the enuresis cognition of parents were surveyed. Results　After 

nursing，the scores of Psychoticism（P），extroversion（E）and emotionality（N）of the study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except for disguised（L）scores（P<0.05），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fomer was sig-

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enuresis cognitive of par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Responsibility system holistic nursing by 

health education and various intervention training，and combination with family system psychological nursing improv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roversion and emotional instability of children，can improve enuresis symptoms and psychologi-

cal problems.

【Keywords】Responsibility system holistic nursing；Family system psychological nursing；Enuresis

儿童遗尿症（NE）指的是儿童已到膀胱控制排

尿的年纪仍存在睡眠中不自主排尿的现象，有原发

性与继发性之分，是儿科常见病，国内患病率在

4％~18％［1，2］。虽然多数 NE 患儿并不存在泌尿系

统、神经系统、解剖功能上的异常，有一定的自愈

率，但仍会对患儿及家庭带来很大的烦恼［3］。国外

多个诊疗指南提出，NE 对儿童身心健康的影响不可

忽视，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在 NE 患儿中很常见［4，

5，6］。因此关注 NE 患儿的心理健康显得很有必要。

药物治疗 NE 的效果良好，但有些家长担心药物不良

［作者工作单位］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西安，710043）。

［第一作者简介］赵谷娜（1983.03-），女，山西忻州人，本科，主管护师，研究方向：儿科护理、护理管理研究。

［通讯作者］张思敏（Email：308865419@qq. com）。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8 年第 45 卷第 5 期- 952 -

◎

护
理
探
讨◎

 N
ursing discussion

反应，所以对药物治疗比较抗拒。此外，憋尿训练、

唤醒训练等一些行为干预方法也不失为一种治疗遗

尿症的有效方法。为此，本研究采用责任制整体护

理的方式为 NE 患儿及家长提供健康宣教、行为干预

指导，动态监督训练的落实情况，并结合家庭系统

心理护理改善患儿的不良心理，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5 年 3 月 ~2016 年 6 月 84 例 NE 患儿，纳入

标准：符合国际小儿尿控学会（ICCS）诊断标准［7］，

即：①睡眠过程中正常排尿，尿量足以浸湿床单；②

10 岁以下者每月夜遗尿 2 次及以上，10 岁以上者每

月夜遗尿 1 次及以上；（2）家长拒绝药物治疗，并

有意愿参加本研究；③两组患者入院后均给予相同

的常规处理和治疗。排除标准：①合并泌尿系统感

染、畸形、泌尿系结石、脊柱裂等继发性遗尿症；②

合并认知功能障碍及神经精神系统疾病；③研究过程

中脱落、失访者。按入院顺序随机分为两对照组和

研究组，对照组 40 例男 25 例，女 15 例；年龄 5~13
岁，平均 7.1±3.9 岁；月尿床 8~10 次 13 例，10 次以

上 27 例；家长初中及以下文化 7 例，高中及中专文

化 18 例，大专及大学以上文化 15 例。研究组 44 例

男 25 例，女 15 例；年龄 5~12 岁，平均 8.3±4.1 岁；

月尿床 8~10 次 16 例，10 次以上 28 例；家长初中及

以下文化 9 例，高中及中专文化 16 例，大专及大学

以上文化 19 例。两组患儿的性别、年龄、月尿床次

数及家长文化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均记录患儿姓名、年龄、性别、家长联系

电话，建立健康档案。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对家

长作一般性健康教育，注意清洗患儿的外阴，上床

睡觉前督促患儿排空小便，并予维 C 安慰剂，由家

长填写遗尿日记。研究组的护理方法为：

1.2.1　责任制整体护理　指派责任护士固定分

管患儿，实施计划护理，每名护士负责 6～8 例患

儿，全程负责患儿入院、出院及随访工作。NE 患儿

一般无需住院治疗，因此责任护士重点要做好门诊

对家长的健康宣教及随访工作，每周电话随访一次，

并可建立 qq、微信群，动态了解患儿的情况并提

供指导与服务。根据临床护理经验并结合专家的建

议，制定一份具体的遗尿症护理内容与方法，主要

包括健康宣教与行为干预指导两个大方面。护士先

学习、掌握护理该方法，形成一套系统的概念，从

而能将该护理措施较为完善、统一地应用于实际。

（1）健康宣教：主要包括以下几点：①遗尿症的发病

及诱因：遗尿症是一种疾病，睡前饮水、泌尿系感染、

伴有睡眠通气障碍及呼吸系统疾病、精神心理刺激

等因素均有可能诱发遗尿症；②遗尿症的危害：遗尿

症的危害大，容易导致患儿出现自卑、焦虑情绪障

碍，社会适应能力差；③遗尿症的治疗方法及预后：

遗尿症有一定的自愈率，但并非所有患儿都可自愈，

必要时需要治疗，目前的治疗方法主要是药物治疗、

行为训练及觉醒训练等；④关注遗尿症的精神因素：

正确处理好引起患儿遗尿的精神因素是治疗的捷径，

对于患儿存在的精神刺激因素和心理矛盾要及时科

学恰当地予以解决；⑤生活习惯指导：培养患儿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规律作息，注意卫生，晚饭后少

饮水或避免饮水，睡前排尽尿液，从而减少夜间排

尿；白天适当运动即可，避免运动过度，并且可午睡

1～2h，从而避免夜间睡眠过深；掌握尿床的时间和

规律，从而在夜间差不多时刻唤醒患儿起床排尿。

（2）行为干预指导：指导家长在家督促患儿进行憋

尿训练、唤醒训练。憋尿训练方法为：白天让患儿多

饮水，并尽可能延长排尿间隔时间，初期可由每隔

1h 一次慢慢延长到每隔 3~4h 一次，以增加尿量增大

膀胱容量。同时让患者在排尿过程中有意识地中断

排尿，以增强膀胱括约肌控制排尿的能力。唤醒训

练方法为：家长大概掌握患儿的夜遗尿时间，提前

半小时叫醒患儿，并让其在清醒状态下排尿。家长

填写遗尿日记，记录患儿尿床的情况及可能的诱因，

并及时反馈给责任护士，责任护士通过群聊或电话

随访了解训练的落实情况。

1.2.2　家庭系统心理护理　随着年龄增长，患

儿仍会在睡觉时不自主排尿，此时患儿已有了一定

的羞耻感受，害怕家长和同学的笑话，加上家长对

遗尿症的不了解，认为是孩子懒得、捣蛋所致，常

训斥甚至打骂孩子，患儿从而容易出现自卑、内向、

焦虑、抑郁等情绪甚至是严重的心理问题。因此，

要对家长进行心理辅导，宣教遗尿症的知识，让家

长认识到遗尿症是一种疾病，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

给患儿以包容，患儿尿床时多安慰患儿，告诉患儿

遗尿并不是他们的错，就像发烧、感冒一样是病，

并且能够治愈，随着年龄增长，尿床会自然而然消

失的。同时家长注意替患儿保守秘密，避免他人对

患儿作出羞辱、讥笑等有伤患儿自尊心的行为，避

免患儿的心理负担加重。本研究持续 3 个月。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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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护理前后EPQ测试结果比较

组别
P E N L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n=44） 62.19±11.00 53.01±9.29* 42.34±9.16 46.07±7.89* 69.56±15.37 52.96±7.25* 48.85±10.92 48.40±13.14

对照组（n=40） 63.38±12.79 59.97±11.09* 41.64±9.44 42.66±9.35 68.28±14.17 59.29±9.34* 48.06±10.74 49.65±13.94

t 0.275 5.342 0.394 3.564 0.437 5.556 0.280 0.334

P 0.713 0.000 0.695 0.043 0.507 0.000 0.711 0.650

注：与护理前比较，*P<0.05

表3　两组家长对NE的认知情况比较［n（％）］

项目
研究组（n=44） 对照组（n=40）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知道遗尿症是一种疾病 17（38.6） 44（100.0）*# 20（50.0） 40（100.0）*

可较正确地认识遗尿症 12（27.3） 41（93.2）*# 11（27.5） 17（42.5）

清楚遗尿症的诱发因素 7（15.9） 39（88.6）*# 5（12.5） 14（35.0）*

清楚遗尿症的危害 3（6.8） 33（75.0）*# 3（7.5） 6（15.0）

清楚遗尿症的治疗干预方法 0（0.0） 37（84.1）*# 0（0.0） 7（17.5）

了解遗尿症的预后 0（0.0） 35（79.5）*# 1（2.5） 11（27.5）

注：与护理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医学伦理学的要求，研究结束之后对照组也进行了

同样的护理。

1.3　观察指标

（1）分别在护理前及护理 3 个月后门诊对患儿

的心理进行评估，采用艾森克个性问卷（EPQ）（儿童

版）［8］，包括精神质（P）、内外向（E）、情绪性（N）

三个分量表和一个效度量表掩饰性（L）。（2）同时调

查家长对遗尿症的认知情况，包括：①是否知道遗尿

症是一种疾病；②对遗尿症的认识；③诱发因素；④

危害；⑤治疗干预方法；⑥预后等。

1.4　疗效判断标准

按《中国儿童单症状性夜遗尿疾病管理专家共

识》［7］，干预前后比较，每周遗尿次数减少幅度超过

90％为显效，50％~80％为好转，不足 50％为无效。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8.0 统计软件分析处理数据，计量资

料以 x±s 表示，以 t 检验，计数资料以％表示，以

χ2 检验，P<0.05 表示有明显差异。

2　结果

2.1　临床疗效

研究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

表 1。
表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

研究组（n=44） 17（38.6） 23（52.3） 4（9.1） 40（90.9）

对照组（n=40） 6（15.0） 22（55.0） 12（30.0） 28（70.0）

χ2 - - - 8.193

P - - - 0.000

2.2　心理评估

护 理 后 除 L 效 度 量 表 评 分 无 明 显 变 化 外

（P>0.05），研究组 P、E、N 分量表评分明显优于对

照组（P<0.05），见表 2。

2.3　疾病认知情况

护理后研究组家长对 NE 的认知情况明显优于

对照组（P<0.05），见表 3。

3　讨论

本研究中，责任制整体护理强调的是护士明确

并做好“沟通协调、健康宣教、协助诊疗”的护理工

作，从患者入院到出院后的回访工作，全程关注所

负责的患者的生理及心理状况，根据患者的生理、

心理、精神及社会情况施以整体护理。由于 NE 患儿

一般无需住院治疗，需居家进行憋尿训练、唤醒训

练，缺少了护士的实地护理与指导，家长的不专业

可能会造成行为干预训练方法失当，以及训练断断

续续，导致疗效大打折扣。由责任护士固定分管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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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每名护士负责 6～8 例患儿，通过定期的电话随

访与 qq、微信群等途径与患儿家庭建立紧密的联系，

能够比较动态地掌握患儿的训练情况，并随时提供

帮助，能够避免患儿及家长的不正当操作及训练的

中断。沟通协调能使患儿及家长增加对护士的信任，

提高配合度；健康宣教能使其提高对疾病的认知度，

正确对待疾病，并增加对训练的依从性；协助诊疗

则能使其掌握正确的训练方法，保证疗效。本研究

中，护理后，研究组家长对 NE 知识的认知率明显提

高，且明显优于对照组，临床疗效亦明显优于对照

组，说明护士明确对 NE 患儿的职责，通过多途径做

好“沟通协调、健康宣教、协助诊疗”工作，对居家

治疗的 NE 患儿是有实际意义的。

实际上，心理护理也是整体护理的重要组成内

容，但由于 NE 患儿居家治疗，且家属对患儿尿床的

行为有比较复杂的反应，家长的训斥或安慰都直接

影响患儿的精神心理变化，家长的积极疏导与安慰

可有效增加患儿的安全感，并容易被患儿所承认。

因此，本研究强调的是家庭系统心理护理，可起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NE 发生在儿童身心发育的关键

期，对患儿来说是压力性事件，因而容易出现不良

心理。国内一项关于 166 例 NE 患儿情绪状态的研究

显示，广泛性焦虑、分离性焦虑、躯体化惊恐、学

校恐怖、社交恐怖的得分显著高于常模，伴有焦虑

的比例为 39.2％，抑郁的比例为 9.0％［9］。而且儿童

因精神心理刺激也可能患上 NE［10］。虽然很多 NE 患

儿随年年龄增长可自愈，但此时性格取向基本已定

格，所以要重视早期的干预与心理疏导，防止患儿

形成孤立人格，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差。家长应充分

认识到 NE 对患儿身心健康的影响，生活中要积极对

患儿进行安慰、鼓励、关怀，鼓励患儿多参加一些

社交活动，转移注意力，形成乐观、阳光、开朗的

性格。由于 NE 持续时间长，可能反复发作，治疗初

期家长信心满满，但随着病程的延长，部分家长的

信心可能逐渐丧失，而且由于需要经常在半夜叫醒

患儿，导致睡眠片段化，也容易出现烦躁等不良情

绪，甚至会中止治疗。因此，责任护士的及时介入

与疏导就显得十分重要。勤加与家长进行沟通，了

解患儿的病情进展，鼓励家长坚持协助患儿进行训

练［11］。本研究中，护理后研究组 P、E、N 分量表评

分明显优于对照组，说明家庭系统心理护理对改善

患儿的内向、情绪不稳个性有积极作用。

相关文献显示，儿童遗尿症的发生和自身性气

质具有密切的关系，个性特征倾向于内向型的遗尿

症患儿，相比性格外向的患儿，其生活质量受到的

损害程度显著要高［11］。因此，针对不同性格患儿实

施个性化的整体护理和家庭护理对患儿生活质量的

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本文的不足之处之一。

另外，家长在患儿居家治疗中的心理护理有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在此不做赘述。然而，本研究中忽略

了对家长的心理疏导，消除埋藏在家长心中的负面

情绪，是家庭护理中关键一步。心理健康的家长是

患儿心理护理成功的前提，也是患儿治疗和康复的

有效保证。

综上，责任制整体护理联合家庭系统心理护理

可使患儿的遗尿症状及心理问题得到明显改善，值

得临床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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