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22 -

探讨小儿喘息性支气管炎雾化吸入治疗的护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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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针对小儿喘息性支气管炎雾化吸入治疗的有效护理措施。方法：回顾性纳入在2019
年 5月至 2021年 1月期间到我院接受雾化吸入治疗的小儿喘息性支气管炎患儿82例；根据护理对策的差异

性将患儿分为甲组和乙组，两组患儿均有41例；甲组患儿实施常规护理干预，乙组患儿予以综合护理干预。

结果：干预后，相比于甲组患儿，乙组患儿的喘息、肺部哮鸣音以及咳嗽症状消失时间均明显更短，且乙组

患儿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优于甲组患儿 (P<0.05)。结论：针对小儿喘息性支气管炎患儿在接受雾化吸入的同

时对其予以综合性护理干预，能够帮助患儿获得更好的康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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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 nursing measures for the aerosol inhalation therapy of asthmatic 
bronchitis in children. Methods: 82 children with asthmatic bronchitis who received aerosol inhalation therapy 
from May 2019 to February 2021 were included retro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s of nursing strategies, 
the children were divided into group A and group B, with 41 children in both groups; group a children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group B were given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Results: Compared with 
group A, the time of wheezing, lung wheezing and cough symptom disappearance were shorter in group B,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in group B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group A(P<0.05). Conclusion: The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f children with asthmatic bronchitis can help them get better recovery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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喘息性支气管炎在临床上较为常见，该种疾病

的发病机制主要是由于支气管粘膜、气管粘膜及其

周围组织出现慢性且非特异性的炎性病变，该种病

症具有反复发作的特点。小儿在引发喘息性支气管

炎之后会出现咳痰、咳嗽不止、喘息以及肺部哮鸣

音等多种临床症状 [1]。在该种疾病的急性发作时期，

会对患儿的日常睡眠以及生活造成不利影响，甚至

会影响到患儿的身心健康成长。氧动力雾化吸入治

疗手段是目前临床上治疗小儿喘息性支气管炎症的

首选方式，可有效控制疾病的反复发作，降低复发

率 [2]。大量临床研究表明，患儿在接受雾化吸入治

疗的过程中对其予以科学优质的护理干预，可有效

改善其治疗以及预后效果，提高患儿的临床治疗依

从性。本文旨在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在小儿喘息性支

气管炎雾化吸入治疗中的应用效果，现详细报道 
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时间段选择 2019年 5月-2021年 1月
期间，研究样本为到我院接受雾化吸入治疗的小儿

喘息性支气管炎患儿82例，按照护理模式的差异将

患儿分为甲组和乙组，病例数均为 41例；甲组患儿

中的男性、女性患儿分别有25例、16例，年龄区间

为1-4岁，年龄均值为 (2.68±1.39)岁；乙组患儿中

的男性、女性患儿分别有28例、13例，年龄区间为

2-6岁，年龄均值为 (3.91±0.67)岁；纳入标准：参

与本次研究的患儿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所有患

儿均确诊为喘息性支气管炎；排除标准：合并其他

严重疾病；患有精神疾病患儿；治疗依从性差的患

儿；两组患儿在年龄、性别等方面的基础临床资料，

经统计学软件SPSS22.0处理后，发现差异不具有统

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儿具有对比研究价值。

1.2方法

所有患儿入院后均接受雾化吸入治疗，在此基

础之上对甲组患儿予以常规护理干预，即密切观察

患儿的临床症状情况，对患儿的各项生命体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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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监测，为患儿提供舒适干净的病房环境，对患

儿家属进行用药指导，健康知识宣讲等。

乙组患儿在雾化吸入基础上予以综合护理干预：

(1)风险评估、心理干预：对患儿的病情发展状况、

情绪起伏进行密切观察，对在治疗过程中存在的各

种危险因素进行全面评估，根据以往护理经验制定

具有针对性的护理方案；医护人员要通过亲切耐心

的语言和手势安抚患儿的哭闹、不安情绪，可以为

患儿播放动画片，为其讲故事等，以此提高患儿的

治疗依从性。(2)健康知识宣讲：护理人员组织患儿

家属定期开展健康知识讲座，为患儿家属详细讲解

相关病理知识、治疗方法以及防治措施等，另外还

可以通过发放宣传单、播放视频的方式提高患儿家

属的健康知识知晓程度。(3)治疗过程中和治疗后的

护理干预：在雾化吸入治疗过程中，医护人员应当

指导年龄较大的患儿处于座位，让年龄较小的婴幼

儿处于侧卧位，在雾化吸入过程中，若发现患儿发

生了痰液堵塞的现象，则应当立马帮助患儿吸出痰

液；在治疗结束后，医护人员应当对患儿的面部和

口腔进行清洁处理，同时还需要密切观察患儿的临

床症状改善情况，对患儿的各项生命指标改善情况

进行密切观察。

1.3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儿在护理干预后的临床症状消失时

间；临床症状包括咳嗽、喘息、肺部哮鸣音等；比

较两组患儿的治疗总有效率。

1.4统计学分析

应用统计学软件 SPSS22.0 处理计量资料，组

间数据差异性比较使用 t、χ2检验，对计量资料以

( x±s)表示，以P值表示最终检验结果。

2结果

2.1临床症状消失时间比较

护理干预后，乙组患儿的喘息、咳嗽以及肺部

哮鸣音等临床症状消失时间均明显短于甲组患儿，

组间各项数据比较，差异性显著 (P<0.05)。见表1。

表1　两组患儿的临床症状消失时间比较 [(x±s)d]

组别 例数
肺部哮鸣音 
消失时间

喘息消失 
时间

咳嗽消失 
时间

甲组 41 6.31±1.03 5.81±1.21 7.81±1.49

乙组 41 2.48±0.81 3.51±0.59 4.82±0.92

χ2 - 10.569 9.684 7.693

P - 0.001 0.002 0.001

2.2治疗总有效率比较

乙组患儿和甲组患儿在治疗护理干预后的治疗

总有效率分别为 97.65%、60.96%，乙组患儿的治

疗效果明显高于甲组患儿，数据比较，差异性较大

(P<0.05)。见表2。

表2　两组患儿的治疗总有效率比较 (n, %)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总有效率

甲组 41 16 9 16 60.96%

乙组 41 28 12 1 97.65%

χ2 - - - - 7.693

P - - - - 0.001

3结论

小儿喘息性支气管炎是临床上发病率较高的一

种临床病症，多由于细菌病毒感染、食物过敏、支

气管和气管发育不完善等多种因素引起。小儿在引

发喘息性支气管炎症之后，若不能进行及时有效的

诊治，将会引发多种严重的并发症，从而对患儿的

身心健康产生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在现阶段的临

床治疗中，氧动力雾化吸入治疗手段是小儿喘息性

支气管炎的主要治疗手段，虽然能够有效控制病情

的复发，但是由于患儿的机体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

全 [3]，患儿的最终治疗效果会受到一定影响。因此

需要在雾化吸入治疗过程中后对患儿辅以良好的护

理措施，以此促进治疗效果的提高。

综合护理干预对策是一种科学性、规范性的全

新护理干预模式，在本次临床研究中对在本院接受

雾化吸入治疗的患儿采取综合护理干预，医护人员

在整个护理过程中能够结合患儿的实际病情特点以

及患儿的实际身体状况，对患儿实施具有针对性的

全面护理措施 [4]。综合护理方案的实施内容包含了

心理护理、健康知识教育，治疗中和治疗后的护理

干预等多个细致的护理环节，通过这些护理环节的

实施，医护人员能够有效安抚患儿哭闹不安的情绪，

并且能够提高患儿家属的病理知识知晓水平，从而

促进护理工作效率的提升。另外，在护理中医护人

员能够结合患儿的年龄让其保持不同的体位，从而

帮助患儿处于最舒适的治疗状态 [5]。本研究结果显

示，乙组患儿在治疗护理干预后的喘息、咳嗽、肺

部哮鸣音等消失时间明显短于甲组，治疗效果明显

优于甲组 (P<0.05)，表明综合护理干预的应用能够

更加有效和快速的缓解患儿的临床症状。

综上可知，针对喘息性支气管炎患儿在临床雾

化吸入治疗中应用综合护理干预模式，对促进患儿

的病情快速恢复具有重要作用，具有较高的临床应

用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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