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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对慢性肾炎患者治疗依从性及自护能力的影响

覃仕英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目的：探讨对慢性肾炎患者实施循证护理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2019年9月~2020年9月本

院收治的慢性肾炎患者98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9例，2组患者均给予常规护理，

观察组基于此实施循证护理，对比 2组护理效果。结果：护理后，观察组自护能力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显著 (P<0.05)。观察组整体依从性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 (P<0.05)。结论：对慢性肾炎患者实施循

证护理后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肾功能，提高其治疗的依从性和自护能力，进而促进其病情的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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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on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Self-care Ability of Chronic 
Nephritis Patients

QIN Shi-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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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for patients with chronic 
nephritis. Methods: 98 patients with chronic nephriti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9 to September 
2020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49 cases in each group. Both groups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evidence-
based nursing based on this, and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nursing, the 
scores of self-care abilit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overall complianc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renal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nephritis, improve their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self-care ability,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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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肾炎属于一种发病率较高的肾脏疾病，患

病者不仅具备病程长、进展慢和易反复发作的特

点，并且随着病情的发展，会逐渐加重患者肾脏功

能的衰竭，影响其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 [1]。随着药

物治疗时间的延长，患者的耐受性会随之下降，加

之疾病带来的心理负担，更会导致患者对治疗产生

抵触心理，进而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 [2]。笔者为提

高慢性肾炎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和自护能力，现对49
例肾炎患者实施循证护理，结果取得显著效果，现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收治的慢性肾炎患者 98例，研究时

间在 2019年 9月~2020年 9月。纳入标准：①所有

患者均符合《慢性肾小球肾炎诊疗指南》中的诊

断标准 [3]；②患者具备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③患

者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①患者存在精神障

碍、意识障碍或认知障碍；②患者合并其他肾脏疾

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 98例患者分为对照组和

观察组，每组各 49例。其中对照组男性 31例、女

性18例，年龄45~67岁、平均 (58.25±5.41)岁，而

观察组男性29例、女性20例，年龄46~68岁、平均

(58.19±5.44)岁。2组资料经对比提示P>0.05，可

分组比较。

1.2 方法

对照组单纯采用常规性护理措施，首先叮嘱患

者绝对的卧床休息，限制其日常活动，协助患者完

善各项指临床检查，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给予患

者相应的饮食和药物指导。

观察组在上述基础上实施循证护理干预，具体

内容包括：(1)提出问题：查阅相关文献和既往的

临床患者资料，分析慢性肾炎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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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心理问题和护理风险因素，加强与患者之间的

沟通交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确定患者在护理过

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①如何保障药物发挥

其最佳的治疗效果、②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因注意的

问题、③如何疏导患者在治疗期间存在的负面情绪

等。(2)循证支持：借助网络信息平台检索相关文献

资料，结合本院的实际情况评价资料的真实性和实

用性。(3)护理计划的制定：结合不同慢性肾炎患

者的心理特征以及病情特点，由科室护士长与临床

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共同结合本院实际情况制定个

性化的护理方案。(4)具体实施：①心理护理：加强

与慢性肾炎患者的沟通和交流，评估患者现阶段的

心理状态，了解患者现阶段负面情绪出现的主要原

因，并针对性的进行心理干预，保障患者以积极乐

观的态度面对疾病。②生活护理：叮嘱患者发病后

需卧床休息 1~2个月，待病情稳定后方可指导其开

展适当的有氧活动，注意运动时间和强度，同时培

养良好、规律的生活作息时间；禁止患者在未经医

生允许的情况下出现公共场所，定时修剪患者的指

甲，避免损伤患者的皮肤而引发感染现象；定时对

病区进行消毒，日常操作严格遵守无菌操作原则，

避免发生交叉感染现象。③用药护理：详细告知患

者药物治疗具体方法、服药剂量和常见的不良反

应，告知患者按时按量服药治疗的重要性，严密监

测患者服药反映。④饮食护理：由专业的营养师为

患者搭配食谱，保障每餐饮食的营养均衡，严格限

制钠盐、高钾以及水的摄入，多为高维生素、低脂

和高热量易消化的食物为主，适量补充优质蛋白。

1.3 观察指标

分别于患者护理前后采用自我护理能力量表

(ESCA)评价其自护能力，该量表包含自我护理技

能、自我责任感、自我概念和健康知识水平在内的

四个维度，采用 0~4分五级评分法进行评估，以四

个维度的平均分表示最终自护能力评分，分值越高

表示自护能力越好，对比2组间的差异 [4]。根据患者

护理期间是否定时定量的服用药物，是否完全遵守

医嘱评价其治疗的依从性，其中完全遵守医嘱，按

时按量服药药物治疗的患者表示依从性优、大部分

遵守医嘱的患者表示依从性良，仅小部分遵守或完

全不遵守的患者表示依从性差，对比2组的依从性。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3.0统计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处

理，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表示，卡方检验；计量资

料用 ( x±s )表示，t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

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护理前后自护能力

2组护理前自护能力评分对比无明显差 (P>0.05)；
护理后，两组评分对比差异显著 (P<0.05)，见表2。

表2　对比两组护理前后自护能力 [(x±s)分 ]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49 22.64±4.31 27.79±4.25

观察组 49 22.71±4.36 31.24±4.19

t 0.080 4.046

P 0.936 0.001

2.2 对比两组依从性

两组治疗依从性对比差异显著 (P<0.05)，见表3。

表3　对比两组依从性 [n(%)]

组别 例数 优 良 差

对照组 49 20(40.82) 17(34.69) 12(24.49)

观察组 49 29(59.18) 16(32.65) 4(8.16)

Z 2.200

P 0.028

3 讨论

对于慢性肾炎患者而言，在给予延缓其肾功能

损害的治疗措施的同时，实施科学有效的护理干预

对于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改善患者的预后情况。

常规的护理措施在临床实践过程中缺乏对个体差异

性的考虑，临床护理质量相对偏低，而循证护理是

一种新型的、科学的护理模式，通过既往临床护理

经验，结合相关的理论依据，总结既往案例中存在的

护理问题，针对各类问题进行去全面且科学的干预。

经笔者观察发现，观察组治疗依从性高于对照

组 (P<0.05)，推测其原因可以发现，循证护理可以

根据客观资料与临床实际制定针对性护理计划，有

效结合临床实际情况和理论知识，给予患者最优质

的护理干预。同时循证护理的实施可以保障护理人

员具备良好的沟通技巧，建立和谐护患关系的同

时，缓解患者负面情绪，增强彼此间的信任感，从

而提高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另外在循证护理实施

的过程中，护理人员提前了解患者的具体病情，针

对个体的病情差异总结相关的护理问题，从而开展

针对性的治疗和护理干预。而在此基础上加强对患

者饮食和生活护理的干预，可以有效规范其饮食，

纠正不良的生活习惯，从而达到延缓病情的目的。

与此同时，观察组护理后自护能力明显高于对照组
( 下转第 176 页 )



当代介入医学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Interventional Medicine

2021年第1卷第1期
http://jcim.oajrc.org

- 176 -

(P<0.05)，该结果与贾丽丽 [5]等研究结果一致，由

此可进一步证实，循证护理在提高患自护能力方面

的优势，临床应用价值显著。

综上所述，循证护理运用于慢性肾炎患者可以

有效改善患者的肾功能，提高其治疗的依从性和自

护能力，临床应用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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