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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干预对提升肺结核护理质量和依从性方面的效果探讨 

曾家雪 

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  贵州毕节 

【摘要】目的 探讨优质护理干预对提升肺结核护理质量和依从性方面的效果；方法 选取我院 2020 年 3
月～2021 年 3 月期间收治的肺结核患者 80 例，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患者各 40 例，研究组患者接

受常规护理干预，对照组患者接受优质护理干预，观察并对比两组患者护理质量评分及依从性情况，结果 研
究组患者护理质量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P<0.05），研究组患者护理依从性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

（P<0.05）；结论 给予肺结核患者优质护理效果较为显著且能够提升患者的护理质量，提高患者护理依从性，

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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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high 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improving nursing quality and 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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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high-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compliance of tuberculosis nursing;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tuberculosis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0 to March 2021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high-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Results: the nursing quality of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and the nursing complianc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high-quality nursing for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tuberculosis is significant, and 
it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and nursing compliance of patients,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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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TB）属于临床上较常见的慢性传染病，

病程长，难以治愈，以肺部感染为主要临床表现，

持续低烧，四肢无力，肌肉萎缩为主要临床症状，

女性常有月经不调等表现[1]。结核病具有较高的传

染性，需要积极预防，才能有效控制疫情，同时在

对患者进行治疗时，应注意应用护理干预措施，改

善患者康复，奠定良好的基础[2]。本研究将本院接

收的 80 例肺结核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针对优质护理

千预对肺结核患者护理质量和依从性的影响进行分

析，并评价其应用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 2020 年 3 月～2021 年 3 月期间收治

的肺结核患者 80 例，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

组患者各 40 例，研究组患者男性 21 例，女性 19 例，

年龄为 25～63 岁，平均为（39.93±2.03）岁，病程

为 1～10 年，平均为（4.93±1.22）年，对照组患者

男性 22 例，女性 18 例，年龄为 22～59 岁，平均为

（ 39.62±2.13）岁，病程为 1～ 9 年，平均为

（2.82±2.15）年，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对本研究均知

情且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获得我院伦理委员会

批准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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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标准：确诊为肺结核者； 
排除标准：对本次研究禁忌者。 
1.2 方法 
对照组对患者施以常规护理，具体内容为:遵照

医嘱对患者施以规范化结核治疗和肺结核专项护

理，根据疾病进程进行健康教育，并告知患者及其

家属注意事项等。 
研究组在对照组方法上给予患者优质护理，具

体内容是：①制定护理干预计划。护理人员根据医

疗订单和患者病情进行综合分析，一贯实施医院护

理实施标准，为患者制定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计划，

并采用“一对一”模式，医疗环境，医疗队，疾病知

识，医院的防治原则和方法等，详细解释患者，使

患者能够正确认识自身疾病发展的程度，掌握结核

病相关知识。②心理护理。大多数肺结核患者需要

隔离治疗，单一诊断和治疗环境中的患者极有可能

经历孤独，悲伤，焦虑和其他负面情绪，因此护理

人员应积极与患者沟通，注意患者的情绪变化和沮

丧，与患者的目标疏远，在家属的合作下为患者提

供心理健康教育，家属被告知要更加照顾患者。饮

食干预。根据患者的临床数据和偏好为患者制定营

养均衡的食谱，指导患者坚持“少吃多餐”，多吃高

蛋白和富含维生素的食物，避免辛辣油腻刺激性食

物。④ 条件干预。给患者服用药物时，应详细了解

药物的作用，使用的必要性，可能的不良反应，并

密切观察患者服药期间生命体征的变化，如发生异

常情况，因此需要及时告知医务人员，并给予患者

更仔细的照顾。 
1.3 观察指标 
观察并对比两组患者护理质量评分及依从性情

况。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25.0 统计软件包分析研究，计量资料

采用( x ±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

采用相对数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质量 
观察并对比两组患者护理质量评分，研究组患

者护理质量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P<0.05），

具体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质量情况对比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研究组 40 51.23±3.75 99.77±3.92 

对照组 40 51.77±4.11 63.05±3.67 

t  0.213 2.157 

P  1.224 0.000 

2.2 护理依从性 
观察并对比两组患者护理依从性情况，研究组

患者护理依从性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

（P<0.05），具体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依从性对比 

组别 例数 非常依从 依从 不依从 总依从 

研究组 40 21（52.5） 18（45.0） 1（2.5） 39（97.5） 

对照组 40 15（37.5） 17（42.5） 8（20.0） 32（80.0） 

χ2     6.135 

P     0.013 

3 讨论 
结核病是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

可侵入许多器官，肺结核感染是最常见的。外排是

其重要的传染源。这种疾病不一定在人类感染结核

细菌后发生，只有当耐药性降低或细胞介导的过敏

反应增强时才会引起临床发病。大多数患者会如果

他们是临床上恢复及时诊断和合理治疗[3]。结核病

属于分枝杆菌科分枝杆菌属放线菌目，为强毒耐酸

细菌，主要分为人，牛，鸟和小鼠型{4]。对人类致

病的主要是人型细菌，牛型细菌很少感染。结核病

对药物的耐药性，可以通过菌群中先天性抗性的发

展，或对这种药物的耐药性的更快发展，获得耐药

性，由于在人体内单独使用一种抗结核药物，耐药

菌会造成治疗困难，影响疗效，我国是肺结核高发

国家，由于肺结核患者的传染性强，肺结核人数居

世界第二位，因此需要积极完善肺结核医疗体系，

不断提高医护人员的综合素质，然后为患者提供更

全面的医疗服务。 
通常，结核病患者需要接受长期治疗，但根据

相关数据显示，结核病患者对结核病预防和治疗知

识的掌握程度不高，对结核病的基本知识缺乏了解，

因此，结核病治疗中表现出的合作和依从程度不高，

不利于患者的临床治疗，基于这一现象，医院需要

不断提供护理水平和护理质量，然后提高患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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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从性[4]。作为现代，精炼，和个性化护理计划，

通过全面细致的护理干预，不断推进“以人为本”护
理服务原则，在满足患者护理需求的同时有效干预

患者的心理和状况，有利于改善患者与医护人员的

合作。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护理质量情况

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P<0.05），研究组患者护理

依从性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P<0.05）。 
综上所述，给予肺结核患者优质护理效果较为

显著且能够提升患者的护理质量，提高患者护理依

从性，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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