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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趣诱导联合代币法教育对小儿毛细支气管炎患儿不良情绪及治疗依从性
的影响

吴春芳 、 刘淑霞

【摘要】目的　探讨童趣诱导联合代币法教育对小儿毛细支气管炎患儿不良情绪及治疗依从性的

影响。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80 例小儿毛细支气管炎患儿为研究对象，

按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进行童趣诱导

联合代币法教育。观察两组患儿护理前后不良情绪变化，并比较两组治疗依从性。结果　两组患儿

护理后儿童抑郁自评量表（DSRSC）、儿童医疗恐惧量表（CMFS）、儿童焦虑性自评量表（SCARED）

评分均较前降低，且观察组评分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患儿治疗依从性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

组（P< 0.05）。结论　童趣诱导联合代币法教育能够有效降低小儿毛细支气管炎患儿焦虑抑郁、恐

惧等不良情绪，提高治疗依从性，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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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the combination of child interest induction and token education on negative emotion and 
treatment compliance in children with bronchiolitis　　WU Chunfang，LIU Shuxia.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Luohe Medical College（Luohe Central Hospital），Luohe 462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combination of child interest induction and token educa-

tion on negative emotion and treatment compliance in children with bronchiolitis. Methods　A total of 80 children with 

bronchiolitis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6 to Dec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40 cases）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40 cases）was given child interest induction and token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changes of negative emotional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in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and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in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Results　The self-rating scale for depression（DSRSC）score，medical fear Scale（CMFS）

score and self-rating scale for anxiety（SCARED）in the two groups were lower than before，and the scores in the obser-

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All scores of treatment complianc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child interest induction 

and token education can effectively reduce anxiety，depression，fear in children with bronchiolitis，and improve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 Childhood Interest Induction；Token Education；Pediatric Bronchiolitis；Negative emotion；Treat-

ment 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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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毛细支气管炎是儿童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

因感染病毒后出现明显的肺气肿、肺不张，由咳嗽、

喷嚏进一步发展为呼吸困难。但临床发现，由于患

儿年龄尚小，对疾病认知能力有限，加之对医院、

医生具有排斥感，大多数患儿入院期间表现出明显

的恐惧、焦虑情绪。继而对患儿抽血化验、雾化吸

入等治疗依从性造成一定影响，不利于疾病康复。

因此如何改善患儿不良情绪对提升其治疗依从性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既往主要通过糖果激励、轻声

呵护等方式进行常规护理，但效果较为局限［1］。童

趣诱导是通过童趣事物吸引患儿注意力，增加其安

全感、亲切感，调动积极情绪；代币法主要用于教育

领域，根据表征性奖励机制，用奖励强化期望行为

的特点，在儿童健康教育中具有一定的运用前景［2］。

为进一步降低小儿毛细支气管炎患儿的不良情绪，

提升治疗依从性，现探讨展童趣诱导联合代币法教

育对小儿毛细支气管炎患儿不良情绪及治疗依从性

的影响，报道如下。

1　一般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6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期间我院收治

的 80 例小儿毛细支气管炎患儿为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符合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呼吸学组颁布的毛细

支气管炎相关诊断标准［3］；学龄期患儿，年龄 6～12
岁；具备正常的交流、语言以及理解能力；病情控制

无生命危险。排除标准：患病前有孤独症、抑郁症史；

合并脑炎、肝肾功能障碍等其他严重疾病。

按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观察

组男 24 例，女 16 例；年龄 6～10 岁，平均（8.11±

0.62）岁；对照组男性 23 例，女性 17 例，年龄 6～10
岁，平均（8.09±0.58）岁。两组患儿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儿进行常规护理。通过宣传手册让家

长了解小儿毛细支气管炎及雾化吸入等疾病知识。

根据患儿具体情况，通过动画片、漫画等进行健康

教育，告知患儿疾病是可战胜的，不要过于害怕。

抽血、呼吸功能、影像检查前由父母陪同，护士全

称采用温柔、轻松的语气鼓励患儿；若进行雾化吸

入，治疗前雾化液调制为适宜的温度，与家长一起

协助患儿进行口腔、鼻腔分泌物清除。患儿若哭闹、

不配合时应停止当前操作，通过零食、玩具转移注

意力后再继续。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进行童趣诱导联合代币

法教育。（1）童趣诱导：①视觉环境童趣化：在诊疗

时提供卡通壁画、玩偶等儿童喜好物品，转移患儿

注意力，使其感受到兴趣对象；灯光暖色调为主，辅

以冷色调，在调节情绪时，避免单一色彩增加心理

压抑。②听觉环境童趣化：开展诊疗措施前根据患

儿年龄播放音乐小故事或欢快童谣，保证优美动听、

节奏平缓，声音保持在 70 dB 以下。③互动童趣化：

围绕患儿喜欢的玩具、动画片、游戏等提问，问题

设置适当难度，即转移注意力也满足患儿答题后的

成就感，分散注意力。（2）代币法教育：①确定代币

制度以及目标行为：制作彩色代币，目标行为包括

遵守制度、配合诊疗及护理、休息余运动、睡眠与

饮食 4 个方面，代币由责任护士保管，告知患儿配

合医生、护士、家长就能得到代币，数量越多成绩

越好，越有机会得到奖励；②代币法教育实施：例如

配合抽血、雾化吸入、按时吃饭等动作完成后给予 3
枚代币，若未良好配合则教育患儿本次完成的不够

好，但仍然给予 1 枚以资鼓励。③代币奖励：根据患

儿的喜好通过代币兑换奖励，例如 5 枚代币兑换零

食，10 枚代币兑换 20min 的手机游戏等，要求家属

积极配合实施。所有护理措施均贯穿患儿整个住院

期间。

1.3　观察指标

（1）采用儿童抑郁自评量表（DSRSC）评估患儿

护理后的抑郁情绪［4］：包括 41 个条目，采用 0-2 分

3 级评分制，总分 82 分，得分越高抑郁情绪越严重；

（2）采用儿童医疗恐惧量表（CMFS）评估患儿护理

后的恐惧情绪：包括操作、人际关系、自我、环境

恐惧等 4 个部分，共 17 项，采用 1-3 分的 3 级评分

制，总分 51 分，得分越高恐惧情绪越严重；（3）儿

童焦虑性自评表（SCARED）评估患儿护理后的焦虑

情绪：共 18 个条目，采用 0-2 分的 3 级评分制，总

分 36 分，得分越高焦虑情绪越严重。（4）参照李林

丽标准［5］ 评估患儿治疗依从性：由责任护士进行打

分，包括检查配合、治疗前行为、饮食、活动、睡眠、

护理配合等 6 个部分，根据能、偶尔、不能配合评

分 2 分、1 分、0 分，得分越高说明依从性越高。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2.00 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 “x
±s”表示，进行 t 检验，计数资料以［n（％）］表示，

进行 χ2 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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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小儿毛细支气管炎虽然具有自限性特点，但大

部分患儿呼吸系统症状较为严重，若未能及时有效

的治疗，可引发呼吸衰竭，甚至危及生命，需给予

高度重视。同时，在治疗及护理期间，患儿因年龄

尚小，对突如其来的病痛、陌生环境、医疗操作等

表现出恐惧心理，伴随着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情绪，

难以积极配合诊断与治疗，故需采取有效的护理措

施，降低患儿不良情绪，提升治疗依从性，为临床

诊疗提供有利条件。但事实上，部分患儿对医护人

员具有较强的戒备心理，害怕打针、抽血，尤其是

进行雾化治疗时，面罩的束缚更会加重患儿的不良

情绪，单纯的言语、心理安慰效果较差，迫切需要

有效的护理手段［6］。

童趣诱导是通过儿童感兴趣的事物吸引患儿

注意力，增加其在诊断、治疗期间安全感、亲切

感，从而调动其积极情绪。医疗环境既往以单一性

白色为主，患儿面对单一的色彩环境时更易出现焦

虑情绪。有视觉研究表明，儿童的视觉形象兴趣在

于色彩丰富、形态柔软的中长色调，这对患儿注意

力的转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7］。同时，音乐也是

改善紧张、恐惧气氛的重要手段，根据患儿兴趣进

行听觉环境童趣化，可以稳定患儿的焦虑、不安情

绪，缓解患儿对疼痛的行为及生理反应［7］。互动童

趣化以医护、家长与患儿之间的对话为基础，围绕

患儿喜欢的玩具、动画片、游戏等提问，问题设置

适当难度，既转移注意力也满足患儿答题后的成就

感，缓解住院期间的恐惧紧张情绪。童趣化诱导简

单易行、廉价且运用安全，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8］。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理后观察组患儿的 DSRSC、

CMFS、SCARED 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提示童趣诱导能够有效缓解患儿的焦虑抑郁和恐惧

等的不良情绪。代币法教育基本原理在于强化期望

动作，儿童一旦对完成某件事情产生兴趣而出现愉

快感时，行为就会逐渐形成自觉性。本研究针对住

院期间遵守制度、配合诊疗及护理等方面进行代币

法教育，获得奖励刺激后愉快激以一直存在大脑里，

督促患儿向医护及家长期望的方向改变，主动配合

诊断与治疗［9］。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儿治疗

依从性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提示代币

法教育能够有效提升患儿治疗依从性。同时患儿通

过代币奖励充分调动了住院期间的积极情绪，使诊

疗任务变得更加趣味，一定程度上也能缓解其恐惧、

焦虑抑郁情绪。

综上所述，童趣诱导联合代币法教育能够有效

降低小儿毛细支气管炎患儿焦虑抑郁、恐惧等不良

情绪，提高其治疗依从性。但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之

处，本研究仅纳入了 6 岁以上的学龄期儿童，未就

童趣诱导联合代币法教育是否适用于学龄前甚至婴

幼儿患儿进行探讨，需进一步优化护理方案，扩大

纳入标准再做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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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 . 1　两组患儿护理前后 D S R S C、C M F S、

SCARED 评分比较

护理前，两组患儿的 DSRSC、CMFS、SCARED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两组患

儿的 DSRSC、CMFS、SCARED 评分较前明显降低，

且观察组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儿治疗依从性比较

观察组患儿治疗依从性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2。
表1　两组患儿护理前后DSRSC、CMFS、SCARED评分比较

［（x±s），分］

组别 时间 DSRSC评分 CMFS评分 SCARED评分

观察组（n=40） 护理前 26.74±5.76 24.34±3.11 17.12±2.78

护理后 9.43±2.43△▲ 10.33±2.04△▲ 7.75±1.30△▲

对照组（n=40） 护理前 27.06±6.01 24.70±3.25 16.78±2.83

护理后 14.55±2.78△ 14.78±3.12△ 9.89±1.21△

注：与护理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2　两组患儿治疗依从性比较［（x±s），分］

分组 检查配合 治疗前行为 饮食 活动 睡眠 护理配合

观察组（n=40） 1.65±0.23▲ 1.46±0.21▲ 1.70±0.17▲ 1.66±0.24▲ 1.70±0.21▲ 1.68±0.27▲

对照组（n=40） 1.30±0.20 1.10±0.17 1.52±0.20 1.37±0.32 1.55±0.22 1.46±0.30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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