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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护理在小儿腹泻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毕敬华 

泰安市妇幼保健院  山东泰安 

【摘要】目的 分析小儿腹泻患儿使用整体护理的效果。方法 从 2020 年 1 月-2022 年 1 月内因腹泻入

院的患儿中选择 40 例研究，根据护理形式对其进行分组，即实验与对照，分别 20 例。对照组接受常规护

理，实验组接受整体护理，对比效果。结果 实验组别患儿的临床护理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别患儿的临床

护理有效率，且实验组别患儿症状改善时间显著要比对照组别患儿低一些，且 P＜0.05。护理前患儿焦虑等

不良心态未有改变且处于较差状态，比较没有差异性 P＞0.05。护理后，实验组心态表现相比对照组更优，

同时发热、止泻等指标改善情况更好，P＜0.05。结论 将整体护理用于小儿腹泻患儿内，可以改善患儿家属

的情绪，缓解症状，提升有效性，值得应用于临床护理小儿腹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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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analysis of holistic nursing in the nursing of infantile diarrhea 

Jinghua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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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holistic nursing on children with diarrhea.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2, 40 children hospitalized due to diarrhea were selected for study. They were grouped 
according to the form of nursing, that is, experiment and control, 20 cases respectively.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holistic nursing. Results the clinical nursing efficiency of 
childre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hildren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ymptom improvement time of childre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children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re was no change in children's anxiety and other bad mentality before nursing, and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P > 0.05). After nursing, the psychological performanc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improvement of indexes such as fever and diarrhea was better (P < 
0.05). Conclusion applying holistic nursing to children with diarrhea can improve the mood of children's families, 
alleviate symptoms and improve effectiveness. It is worthy to be applied to clinical nursing of children with 
diarrh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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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腹泻属于一种由于多种病原微生物、多种

致病因素对人体产生作用，并诱发小儿出现腹泻情

况的疾病[1]。小儿腹泻的主要特点，是患儿正常的

排便次数增加以及粪便形状出现改变，小儿腹泻患

儿在出现腹泻症状的同时，还会出现发热、腹痛以

及呕吐等症状，并且患儿可能会伴随不同程度的水

电解质紊乱等情况[2]。小儿腹泻的诱发因素包括病

毒、细菌、寄生虫以及真菌感染等情况。此外，当

小儿出现肠道外感染、乱用抗生素导致的肠道菌群

出现紊乱、过敏情况以及气候原因，也能导致小儿

出现腹泻的情况。因此，本文将分析整体护理用于

小儿腹泻护理内的效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 2020 年 1 月-2022 年 1 月内因腹泻入院的患

儿中选择 40 例研究，根据护理形式对其进行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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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实验与对照，分别 20 例。对照组男：女 10:10 例，

年龄均值（2.6±0.1）岁，腹泻频率（5.0±1.1）次

/d；实验组男：女为 12:8 例，年龄均值（2.5±0.2）
岁，平均发作（5.8±0.9）次/d,P＞0.05 纳入标准：

（1）知情同意，且积极参与。（2）确诊为小儿腹

泻。排除标准：（1）存在血液疾病。（2）存在传

染病变。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实验组接受整体护理：

（1）健康教育：向家属普及小儿腹泻相关的知识、

发病机制、治疗方式以及注意事项，利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对其讲述配合治疗的重要性。同时，告知家

长饮食、生活卫生方面对腹泻发展的影响，在日常

生活中要注意房间清洁工作，同时在秋季腹泻好发

季节为小儿做好保暖工作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护

理人员可以为患儿家属发放疾病知识手册以及图片

等内容，进而提高患儿家属以及患儿对疾病的认知

程度。并且，通过健康教育可以让患儿家属了解更

多的疾病知识，促使患儿家属在日常生活中，可以

有意识地预防患儿出现腹泻。（2）饮食护理：在饮

食上少吃辛辣等刺激性食物，多吃蔬菜和水果，补

充营养，保证小儿能有充足的睡眠。若患儿太小仍

旧处于母乳喂养阶段，则表示护理人员应该告知其

喂养技巧，应该以少量多次方式给予小儿母乳，减

少腹泻次数。若小儿已经超过六个月或处于六个月，

表示可以适当为孩子添加一些辅食，以清淡、易消

化为主加强患儿吸收从而帮助小儿的饮食能逐渐过

渡到正常状态。饮食顾全营养性保证有足够的摄入

量，加强机体免疫力。（3）心理护理：因腹泻会反

复发作因此小儿和家长皆会会产生不良心理，护理

人员应采用温和的语言、积极的态度与患儿进行沟

通，倾听对象的需求及时施以心理疏导减少抵抗性。

（4）加强监测、补液护理：护士应在其治疗中勤加

测定小儿的基本体征是否稳定，并记下其排便次数，

为其定期测量体温。然后根据小儿体征状况按照医

嘱施以补液护理，及时缓解或改善小儿的脱水症状，

例如临床常用的 ORS 补盐液使用频率便相对较高。

脱水严重的患儿，需实施静脉滴注，严格遵循先盐

后糖、先快后慢、先浓后淡的原则进行输液，且注

意补钾的浓度，以免出现不良现象。 
1.3 观察指标及效果评价标准 

对比两组患儿的临床护理有效率，包括显效、

有效以及无效。显效，症状基本缓解；有效，症状

有所改善；无效，症状未改善。 
对比两组患儿疾病症状的改善时间，指标包括

腹泻、发热以及呕吐。 
对两组患儿实施不同护理干预，对比家属护理

前后的情绪。采用焦虑自评量表与抑郁自评量表对

两组患儿心理状态，得分越低表示心理状态改善情

况越好。各项体征改善指标时间越短，护理措施越

优。 
1.4 统计和分析 
统计学软件 SPSS 23.0 分析，计数型指标则以

例（n/%）表示，x2 检验，计量型指标则选用均数±

标准差（x±s）描述、t 检验。P＜0.05，则具有差

异。 
2 结果 
2.1 护理有效性 
实验组显效为 10，有效为 9，无效为 1，总有

效率为 95%，对照组显效为 8，有效为 6，无效为，

总有效率为 6，对比 X2 为 4.3290，P＜0.05。 
2.2 相关指标 
实验组腹泻改善时间为（2.74±0.64）d，发热

改善时间为（1.02±0.21）d，呕吐改善时间为（1.21
±0.29）d，对照组腹泻改善时间为（3.54±0.54）d，
发热改善时间为（2.14±0.34）d，呕吐改善时间为

（2.41±0.31）d，对比 T 为 4.2142、3.4512、2.6210，
P＜0.05。 

2.3 情绪改善 
护理前，实验组家属焦虑评分为（51.53±5.24）

分，抑郁评分为（53.51±5.19）分，对照组家属焦

虑评分为（52.49±5.38）分，抑郁评分为（54.43±
5.23）分，对比 T 为 0.5717、0.5584，P＞0.05。护

理后，实验组家属焦虑评分为（21.92±2.93）分，

抑郁评分为（21.56±2.57）分，对照组家属焦虑评分

为（33.82±3.84）分，抑郁评分为（34.22±3.14）
分，对比 T 为 11.0179、13.9532，P＜0.05。 

3 讨论 
小儿腹泻疾病主要是指儿童由于多种病原体、

多种不同因素诱发的一种疾病，该病的发生因素可

以分为感染性因素以及非感染性因素[3]。小儿感染

性腹泻大多是有病毒所致，部分患儿可能由于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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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以及肠胃道感染引起腹泻，而非感染性腹泻长

是由于饮食因素、个人体质以及气候等原因[4]。疾

病症状较轻的小儿腹泻患儿，肠胃出现胃肠道，临

床表现，通常表现为食欲不振呕吐或偶尔出现，并

且患儿的大便次数会显著增加，大便的性状也会发

生一定的改变，患儿每日排便次数可达 3-10 次左右
[5]。小儿腹泻患儿程度较轻通常被会出现脱水及全

身酸痛毒的表现，患儿通常在数日内逐渐恢复健康，

其常见的感染因素，多为饮食因素以及胃肠道外感

染[6]。儿童长期病比较快部分患儿，也可由于轻型

腹泻逐渐加重，进而发展为重型腹泻[7-14]。重型小儿

腹泻患儿除了会出现比较严重的胃肠道，临床表现

外，还还会存在显著的脱水，全身电解质紊乱以及

中毒等表现，患儿会出现发热、精神萎靡或者昏迷

等情况，其多是由于胃肠道内感染所致。 
由于小儿的身体结构与成人存在部分不同，故

采用传统的护理形式进行护理，无法充分满足患儿

的实际需求，且效果不佳。整体护理作为一种全面

护理措施，主要是将患儿的病情作为基础后，分析

患儿存在的护理问题，随后根据问题制定合理的干

预措施，纠正患儿的症状，提升护理效果。将整体

护理用于小儿腹泻护理内，可以对患儿的饮食进行

干预，并让家属掌握更多的知识内容。护士可以对

患儿进行详细的观察，充分掌握患儿的病情变化。

若患儿存在脱水症状时，可以及时对其进行干预，

一旦发生异常现象，可以及时告知医生进行处理。

同时，整体护理还能改善家属的情绪，避免家属因

患儿的症状出现紧张、焦虑等不良情绪，解决患儿

临床问题的同时，安抚家属。 
综上所述，小儿腹泻患儿接受整体护理后，各

项指标显著改善，家属情绪有所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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