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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预警联合精细护理对小儿重症手足口病患儿康复的影响 

王丽娟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广元 

【摘要】目的 对小儿重症手足口病患儿实施早期预警联合精细化护理干预在身体康复方面的影响进行

分析。方法 选取 92 例小儿重症手足口病患儿，将其随机分组进行护理实验比较，46 例患儿设定为一组，

给予早期预警联合精细化护理干预者设定为观察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者设定为对照组，对比不同组别患

儿的并发症发生率、临床指标、护理满意度。结果 对照组和观察组的并发症和护理满意度对比，观察组的

并发症发生率低，护理满意度高，与对照组的数据分别相比，（P＜0.05）。结论 为了尽快改善小儿重症手

足口病患儿的临床症状，预防并降低各种并发症发生，促进患儿身体尽快康复，缩短住院治疗时间，建议

推广应用早期预警+精细化护理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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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early warning combined with fine nursing on the rehabilitation of children 

with severe hand foot mouth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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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early warning combined with refined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hysical rehabilitation in children with severe hand, foot and mouth disease. Methods A total of 92 children with 
severe hand, foot and mouth disease were selected, an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groups for nursing 
experiment comparison. 46 children were set as one group, and those who were given early warning combined with 
refined nursing intervention were set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given routine nursing care.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set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complication rates, clinical indicator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children in different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Comparing the complication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a lower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higher 
nursing satisfaction, compared with the data of the control group, respectively (P<0.05). Conclus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children with severe hand, foot and mouth disease as soon as possible, prevent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various complications, promote the rapid recovery of the children's body, and shorten 
the hospitalization time, it is recommended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early warning+refined nursing inter- 
vention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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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手足口病是临床婴幼儿的常见病，一般情

况下，在每年 5~8 月份高发，患儿发病是由于多种

肠道病毒感染所致，该种疾病属于一种传染性疾病，

治疗不及时或干预不合理，容易对患儿其他身体系

统，如呼吸系统、循环系统、中枢神经系统等造成

不利影响，不利于患儿的健康成长发育。早期预警

属于临床近年来新型的一种护理干预模式，精细化

护理属于一种内容较为全面的护理方案，将其联合

应用于小儿重症手足口病患儿的护理工作中，取得

了较为显著的效果[1]。实验选取 92 例小儿重症手足

口病患儿，详细探讨了不同护理方案的应用优势。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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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92 例小儿重症手足口病患儿进行护理研

究分析，收治时间分布在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1
月间，将其随机分组，给予 46 例患儿实施早期预警

+精细化护理干预，该组设定为观察组，患儿发病时

间最短及最长分别为：4h、18h，年龄最小及最大分

别为：1 岁~6 岁，平均年龄（2.31±0.54）岁、平均

发病时间（7.48±0.81）h，女性和男性患儿分别占：

20 例、26 例，给予 46 例患儿实施常规护理干预，

该组设定为对照组，女性和男性患儿分别占：18 例、

28 例，患儿发病时间最短及最长分别为：3h、20h，
年龄最小及最大分别为：1 岁~5 岁，平均年龄（2.42
±0.68）岁、平均发病时间（7.96±0.48）h，所有

患儿入院均存在手、足、肛周等部位的疱疹表现，

食欲不振、发热等症状，结合相关检查，确诊为小

儿重症手足口病，患儿家属均积极配合实验并签署

知情同意书，排除重大脏器功能不全者，先天性疾

病者，其基本资料可比（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干预，密切监测患儿的体温，

随时做好降温处理和补液治疗，同时为患儿家长讲

解有关治疗及干预方面的内容，告知患儿家长要积

极配合临床医生，提高患儿用药依从性。针对并发

其他情况的患儿要特别加强注意，尽可能减少其他

情况影响治疗工作及护理工作。 
观察组：早期预警+精细化护理，早期预警及早

预防重症的出现，密切观察患儿是否出现发热、咳

嗽、流鼻涕等重症早期病灶，尤其要强化对 3 岁以

下儿童的监督力度，一旦发现病灶有持续加重的迹

象，如体温超过 38.5℃，有没有出现惊厥、抽搐、

恶心、痉挛等情况，有没有出现末梢血循环不合理

的现象，如低血压、高血压等，及时采用血常规检

查，了解患儿机体白细胞计数，发现任何一项预警

情况，要及时报告主治医生，必要时需要对患儿配

合其他检查，如血气分析、心肌酶谱检测等，及早

预防严重病灶发生[2-4]。精细化护理：小儿手足口病

的特征是高热，所以，护理人员密切观察患儿的体

温变化情况意义重大，尽量每隔 2h 对患儿进行一次

体温检测，如果出现低温，即 38.5℃以下，可告知

家属多给患儿喂水，适当进行温水擦拭身体来降温。

如果患儿体温较高，超过 38.5℃以上，需要及时使

用退热药，避免出现更严重的情况。健康宣教方面：

为患儿家长普及有关手足口病方面的知识，让家长

重视疾病及对患儿的监护，还可以以视频观看、发

放宣传手册等形式，提高患儿家长的认知水平，必

要情况为其讲解临床成功案例，让家属对此类疾病

有大致的了解，积极配合临床所有工作[5-6]。口腔护

理：在让患儿进食前，先用生理盐水帮助漱口，确

保口腔干净，如果患儿存在口腔疱疹的情况，需要

利用利巴韦林喷雾剂对口腔进行喷射给药，促进溃

疡尽快愈合。对于无法正常进食的患儿，可在口腔

溃疡部位涂抹药物，缓解疼痛程度，保证机体正常

适当进食[7]。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儿并发症发生率、临床指标、护理

满意度。其中并发症包括：肺水肿、心肌炎、无菌

性脑炎、脑膜炎。临床指标：高热消失时间、皮疹

消失时间、住院时间、溃疡愈合时间。 
1.4 统计学分析 
软件 SPSS24.0 处理实验数据，计量资料，如皮

疹消失时间等表示用±标准差，计数资料，如并发

症发生率表示用%，t、χ2
分别检验组间差异性，数

据之间的差异较大，（P＜0.05）。 
2 结果 
2.1 对观察组和对照组患儿家属对护理工作的

满意度评价进行对比 
见下表 1，2 组家属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评价对

比，组间差异较大，（P＜0.05）。 

表 1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组别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46 28（60.87%） 17（36.96%） 1（2.17%） 97.83% 

对照组 46 12（26.09%） 23（50.00%） 11（23.91%） 76.09% 

χ2 / / / / 12.941 

P / / / /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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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观察组和对照组的并发症发生率进行对

比 
2 组并发症发生率相比，观察组的发生率显著

低，（P＜0.05）。 
2.3 对观察组和对照组的临床指标进行对比 
对比对照组的各项临床指标，观察组的指标均

较短，（P＜0.05）。 
3 讨论 
常规护理干预，能够基本满足病理护理需求，

但整个护理内容比较局限，内容不够细致化，因此，

容易引发各种并发症，且不利于患儿症状尽快改善，

该方案的整体效果比较有限。 
早期预警护理，旨在预防病症重症化的发展，

及时结合患儿的情况，将病症尽早控制，预防各种

危险发生[8-9]。精细化护理，通过比较全面化的护理

内容，为患儿进行病理、生理等方面的护理，促使

患儿的临床症状尽快改善、提高疾病治疗总体效率、

预防各种并发症发生，缩短住院时间，促进机体的

康复[10]。结合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

为 97.83%，并发症发生率为 2.17%，分别与对照组

的 76.09%、13.04%相比，数据之间的差异较大，（P
＜0.05）。观察组的并发症发生率显著较低，护理

满意度显著较高，是由于早期预警护理+精细化护

理，能够早期察觉患儿病症的改变，将控制病情持

续发展作为重点内容，尽可能减少各种不良事件发

生。精细化护理，重点做好患儿的体温监测、口腔

处理、健康宣教等工作，有效预防各种并发症发生，

护理整体效果良好。观察组的临床指标较对照组相

比，均较短，（P＜0.05）。可见，对小儿重症手足

口病患儿实施早期预警+精细化护理，能够尽快改善

患儿的各项临床症状，尽早稳定病情并促进身体的

康复。 
综上所述，为了尽快改善小儿重症手足口病患

儿的临床症状，预防并降低各种并发症发生，促进

患儿身体尽快康复，缩短住院治疗时间，建议推广

应用早期预警+精细化护理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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