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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束化护理在癫痫患者中的临床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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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癫痫患者应用集束化护理的临床效果。方法 研究人员选取时间 2021 年 3 月到 202
2 年 6 月，选自神经内科，共 60 人，随机分成研究组、对照组，每组 30，比对临床护理效果。结果 组间

生活质量比较，集束化护理后研究组量表单项评分（认知、社会、药物影响、病情担忧、以及综合健康水

平、生活质量）更高，P 值＜0.05；治疗后研究组癫痫患者 1 年内发作次数、每次发病持续时间均小于对照

组，病人依从性和 MOCA 评分更高，P 值＜0.05。结论 癫痫患者应用集束化护理，对病人认知和社会功能

具有明显改善效果，预后生存质量更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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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pplication of cluster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epilep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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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cluster nursing on epilepsy patients. Methods the 
researchers selected 60 peopl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from March 2021 to June 2022.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30 in each group,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nursing 
effect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quality of life between the groups, the scores of the scale items (cognition, 
society, drug influence, illness concern, comprehensive health level and quality of life) in the study group after 
cluster nursing were higher (P <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number of seizures and the duration of each episode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ess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patient compliance and MOCA score were higher 
(P < 0.05); After th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ly one patient in the study group had status epilepticus, which 
improved after clinical treatmen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cluster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epileps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ir cognitive and social functions, and have better prognosis and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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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属于反复发作的慢性脑病，是三甲医院神

经内科极其常见的疾病类型。目前，我国癫痫患病

率高达 7%，每年仍有 40 万到 50 万的新发患者，给

病人的生理、心理以及认知功能造成损害，严重威

胁着患者的生命健康[1-2]。研究显示，百分之八十左

右的患者可以通过长期服药控制病情，另外一部分

则为难治性癫痫，需要通过临床外科手术或电刺激

疗法进行干预[3-4]。相关研究表明，集束化护理可以

有效改善癫痫患者症状，提高疾病治疗有效率，提

升预后生存质量[5]。文章选取我院神经内科癫痫患

者共 60 人，探究癫痫患者应用集束化护理的临床效

果，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人员选取时间 2021 年 3 月到 2022 年 6 月，

选自神经内科，共 60 人，随机分成研究组、对照组，

每组 30，对照组年龄 19-62 均值（岁）：（38.47±
6.29），病程 0.8-29（年）均值：（4.72±2.56），

性别比例：（男/女）：20/10，发作性质：10 例部

分性、14 例全身性、6 例其他性质；研究组年龄 18-62

https://ijmd.oajrc.org/�


全变瑞，汪霞                                                             集束化护理在癫痫患者中的临床应用分析 

- 73 - 

均值（岁）：（38.29±6.37），病程 0.9-30（年）

均值：（5.02±2.14），性别比例：（男/女）：19/11，
发作性质：9 例部分性、15 例全身性、6 例其他性

质，对比两组资料可得 P＞0.05。患者实际年龄超过

18 周岁，症状与临床最新癫痫疾病诊断指南一致，

入院后经过脑电图检查后确诊；排除出现实质器官

病变者；参加本次研究不符本人意愿；患有恶性肿

瘤的患者。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一般护理，由住院护士负责接待

患者及家属，详细了解病人信息后填写住院记录单，

根据患者认知水平进行相关健康宣教，治疗期间密

切监测患者病情变化，做好患者出院指导。 
研究组：予集束化护理，如下： 
（1）分析癫痫诱发因素：详细记录患者每次发

病时间、查找诱发因素，从源头控制发作次数，减

轻患者痛苦，给予必要的环境支持。 
（2）病情护理：入院后密切监测病人生命体征

变化，详细记录发作时病人血压、心率、呼吸发作

时续时间等指标，及时将患者的异常反应告知主管

医师，医护双方做好预见性干预，在发作前准备好

各项保护措施。具体发病时护理可细化为呼吸道护

理、脑组织护理和安全护理，其中，呼吸道护理主

要体现在，患者发作时，护理人员协助其保持平卧

位，将头偏向一侧，及时解开上衣领口和纽扣，清

除病人口鼻腔分泌物；针对不可自主呼吸的患者，

需使用无菌舌钳妥善固定患者舌头，协助医师行气

管插管，或使用简易型呼吸皮球协助其进行气体交

换；其次，为防止部分持续性癫痫发作对患者脑组

织的损伤，需要遵医嘱静脉推注地西泮 8 毫克，注

射后严密观察患者病情，如症状仍未改善，则需间

隔 5 分钟，再次注射同等剂量的地西泮。 
（3）健康指导：向患者家属讲明癫痫发作时的

注意事项，告知其正确照护方法，急性发作时可就

近使用毛巾塞进口中，请求附近人员帮忙按住双侧

肢体，防止患者损伤身体。 
（4）心理疏导：关注患者情绪变化，多向讲述

科室的成功病例，鼓励病友交换治疗经验，互相鼓

励，提高治疗信心。 
1.3 观察指标 
（1）使用 QOLIE-31（癫痫病人生活质量）量

表评估 2 组干预后半年生活质量，评价项目共涉及

8 个方面，评分与生活质量呈正相关。 
（2）统计 2 组癫痫发作次数和每次持续时间、

MOCA（认知功能）评分和病人依从性。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3.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采用卡方

检验和 T 检验，若两组数据之间 p 值小于 0.05，则

代表 2 组以上方面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 2 组生活质量 
组间生活质量比较，集束化后研究组量表单项

评分更高，P 值＜0.05，见下表。 

表 1 2 组生活质量对比（x±s，分） 

项目 研究组（n=30） 对照组（n=30） T 值 P 值 

病情担忧 60.32±5.54 46.42±5.41 9.8321 0.0000 

药物影响 59.13±5.41 45.03±5.24 10.2539 0.0000 

精力/疲乏 72.47±4.53 62.13±4.61 8.7626 0.0000 

情绪健康 62.73±3.42 57.50±5.32 4.5294 0.0000 

认知功能 68.76±5.49 60.40±5.42 5.9354 0.0000 

社会功能 64.34±4.51 56.11±5.48 6.3514 0.0000 

综合生活质量 65.67±3.37 53.66±4.72 11.3424 0.0000 

总体健康水平 81.42±8.63 71.82±9.27 4.1516 0.0001 

 
2.2 对比 2 组护理效果 
干预前，研究组癫痫发作次数（2.51±0.16）次

/年、发作持续时间（4.62±0.55）min、MOCA 评分

（26.9±0.8）分、病人依从性（70.62±9.21）；对

照组分别为（2.54±0.11）、（4.59±1.18）、（26.7
±1.0）、（70.54±8.27）t=0.8463、0.1262、0.8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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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4，p=0.4009、0.9000、0.3959、0.9719，P 值大

于 0.05；干预后，研究组癫痫发作次数（0.42±0.69）
次/年、发作持续时间（2.10±0.46）min、MOCA 评

分（27.2±0.5）分、病人依从性（94.72±8.44）；

对照组分别为（1.86±0.10）、（3.14±0.13）、（26.5
±0.7）、（82.67±6.32）t=11.3125、11.9166、4.4570、
6.2595，p=0.0000、0.0000、0.0000、0.0000，2 组治

疗前数据对比无意义，治疗后研究组癫痫患者一年

内发作次数、每次发病持续时间均小于对照组，病

人依从性和 MOCA 评分大于对照组，P 值＜0.05。 
3 讨论 
癫痫具体发病诱因较复杂，主要由脑神经元异

常发电引起。可发生于各个年龄段，多见于青少年

儿童和老年群体，除常规临床治疗外，该应给患者

提供长期的护理干预[6]。集束化护理作为新型护理

理念，近些年得到临床医护人员的普遍认可，与常

规护理模式相比，集束化护理更具规范性、系统性，

以患者自身病情作为出发点，利用更具针对性、个

体性的护理措施对患者进行全面管控[7-8]。前期分析

癫痫发作原因，制定预见性护理方案，妥善处理患

者症状，状态平稳后检查皮肤完整性，及时清洁患

者口腔，做好健康指导，向家属讲明癫痫发作时注

意事项，和正确照护方法；做好患者心理疏导工作，

多讲述科室成功病例，提高其治疗信心[9-10]。文章研

究结果显示，组间生活质量比较，集束化后研究组

量表单项评分（认知、社会、药物影响、病情担忧、

以及综合健康水平、生活质量）更高，P 值＜0.05；
2 组治疗前数据对比无意义，治疗后研究组癫痫患

者一年内发作次数、每次发病持续时间均小于对照

组，病人依从性和 MOCA 评分大于对照组，P 值＜

0.05。 
综上所述，癫痫患者应用集束化护理，对病人

认知和社会功能具有明显改善效果，预后生存质量

更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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