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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健康教育干预对小儿癫痫患者护理满意度及疾病知晓率的影响遥 方法 筛选出我院儿科 2019年

4 月至 2020 年 4 月收治的 120 例小儿癫痫患者袁根据不同护理模式将其分为 A 组与 B 组各 60 例袁A 组施行常规

护理模式袁B 组施行常规护理模式联合健康教育干预袁对比两组的护理满意度尧疾病知识知晓率尧服药依从性尧癫
痫发作率以及外伤发生率遥 结果 B 组的护理满意度渊100.00%冤高于 A 组 86.67%渊P<0.05冤曰B 组患者对癫痫病因尧
危害性尧治疗方法尧日常注意事项的疾病知晓率 86.67%尧91.67%尧95.00%尧75.00%高于 A 组 68.33%尧78.33%尧
83.33%尧81.67%渊P<0.05冤曰B 组的服药依从性 96.67%高于 A 组 83.33%渊P<0.05冤曰B 组的癫痫发作率以及外伤发生
率 8.33%尧5.00%均低于 A 组 21.67%尧16.67%渊P<0.05冤遥 结论 健康教育干预在小儿癫痫患者护理中的施行效果

显著袁可明显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尧疾病知识知晓率及服药依从性袁且能降低癫痫发作率以及外伤发生率袁值
得临床推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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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health education intervention on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disease

awareness rate of children with epilepsy. Methods 120 children with epilepsy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19
to April 2020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group A (n=60) and group B (n=60)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modes. Group A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mode, while group B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mode

combined with health education intervention. Nursing satisfaction, disease knowledge awareness rate, medication
compliance, seizure rate and trauma rat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group B (100.00%)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group A (86.67%) (P<0.05). Patients in group B were more aware of epilepsy忆s
etiology, harmfulness, treatment and daily precautions(83.33%, 90.00%, 95.00%, 93.33%) than those in group A

(68.33%, 78.33%, 83.33% and 81.67%, respectively)(P<0.05). The medication compliance of group B (96.67%)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group A (83.33%) (P<0.05). Epilepsy and trauma in group B (8.33% and 5.00%)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group A (21.67% and 16.67%)(P<0.05). Conclusion Health education intervention exhibits remarkable effects in the

nursing care of children with epilepsy, which can obviously improve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awareness rate of disease

knowledge and medication compliance,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epilepsy and trauma,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implementation.

[Key words] Health education intervention; Pediatric epilepsy; Nursing satisfaction; Disease awareness rate; Compliance
with medication

癫痫是一种以大脑功能障碍为主要特征的神经
系统疾病袁因脑外伤尧脑代谢紊乱尧病毒性脑膜炎等因

素所致 遥 该病的发病具有突发性特点袁患者的病情复
[1]

知尧心理等构成不良影响袁危及生命安全[2-3]遥 因此袁临
床针对该病必须及时诊治遥 与此同时袁临床实践表明
有效的护理模式对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具有显著的促

杂且症状多样袁临床上常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感觉尧意识尧

进作用遥 因此认为袁在小儿癫痫患者临床治疗期间应

精神等障碍袁长期的癫痫发展袁还会对患者的意识尧认

对其实施有效的护理袁以提高治疗效果袁预防癫痫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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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发作遥 鉴于此袁本研究为了进一步分析健康教育干

放健康教育宣传册尧张贴宣传栏尧开展专家讲座尧播放

预对小儿癫痫患者护理满意度及疾病知晓率的影响袁

视频尧微信推文等方式开展健康教育曰3冤健康宣教的

就我院儿科 120 例患儿的两种护理模式及效果展开
对照分析袁现报道如下遥

对象院包括患者本人及其家属或照护者曰4冤健康教育
具体内容院以患者感兴趣尧对其疾病康复有益处的内
容为主袁包括淤疾病知识院讲解癫痫的基础知识袁包括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筛选出我院儿科 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4 月收

治的 120 例小儿癫痫患者袁根据不同护理模式将其分

为 A 组与 B 组袁每组各 60 例遥A 组院男 33 例袁女 27 例曰
年龄 6 个月~12 岁袁平均渊5.72依1.68冤岁曰病程 3 个
月~7 年袁平均渊3.63依1.15冤年曰疾病类型中袁难治性癫

痫 38 例袁新发癫痫 22 例曰发作类型中袁单纯性部分发

作 21 例袁全身强直性阵挛发作 17 例袁复杂部分发作

13 例袁混合型发作 9 例曰家属文化程度中袁小学及以下

15 例袁初中 21 例袁高中与中专 16 例袁大学及以上 8 例遥

B 组院男 32 例袁女 28 例曰年龄 6 个月~12 岁袁平均渊5.75依
1.66冤岁曰病程 3 个月~7 年袁平均渊3.61依1.17冤年曰疾病
类型中袁难治性癫痫 37 例袁新发癫痫 23 例曰发作类型

病因尧危害性尧治疗方法尧日常注意事项等袁于用药方
面院合理用药是保证疗效的基本前提袁应根据家属的
文化水平与理解能力袁讲解药物的作用机制袁告知可
能存在的不良反应袁指导患者合理用药袁尤其是出院
后袁提醒家属监督患者遵医嘱服药袁不私自调整用药
剂量与时间袁出门时随身携带药物袁以防漏服袁用药期
间对患者的不良反应进行观察袁及时发现异常并带其
复诊曰盂生活方面院指导患者合理进食袁保证营养均
衡袁避免过饥过饱袁禁止大量饮用可乐尧咖啡等兴奋性
饮料袁禁止过量饮水袁以防水钠潴留引起癫痫发作曰形
成良好的生活规律与作息习惯袁保证足够的睡眠时
间曰适当运动锻炼以增强体质袁循序渐进袁避免疲劳曰
榆安全方面院对于年长的患儿袁有癫痫发作先兆时应

中袁单纯性部分发作 22 例袁全身强直性阵挛发作 17 例袁

立即平卧袁以防摔伤曰对于年幼的患儿袁家属发现先兆

中袁小学及以下 15 例袁初中 22 例袁高中与中专 15 例袁

环境袁无危险品与障碍物曰疾病缓解期可让患儿自由

复杂部分发作 12 例袁混合型发作 9 例曰家属文化程度

时应让患儿立即平卧袁头偏向一侧曰创造安全的居家

大学及以上 8 例遥 A尧B 组一般资料比较袁差异无统计

活动袁但不可单独外出袁禁止让患儿单独游泳与攀爬曰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详细地记录患者的服药情况尧癫痫发作情况袁提醒其

学意义渊P跃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纳入标准院淤病历资料真实尧完整曰于经病史尧临
床症状尧体格检查尧脑电图尧影像学检查等证实袁满足
叶临床诊疗指南 癫痫病分册曳[4]诊断规定曰盂脑电波检

查显示有典型的尖波和尖慢波等癫痫波曰榆具有典型
癫痫症状曰虞使用药物治疗曰愚家属对研究知情并同
意曰舆本研究已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遥
排除标准院淤脑外科手术史曰于合并严重脏器疾

虞定时复查院指导患者与家属每天写生活日记袁尽量
有异常时及时复诊遥
1.4 观察指标
1冤护理满意度院运用本院自制的问卷调查表袁指

导患者家属进行填写袁评价项目包括仪态仪容尧沟通

技巧尧服务态度等袁选项包括满意尧一般尧不满意袁护理
满意度=渊满意+一般冤/总例数伊100%[6]遥 2冤疾病知识知
晓率院自制问卷调查表袁调查内容中的疾病知识包括

病曰盂精神疾病尧认知功能障碍曰榆对研究药物过敏[5]遥

癫痫的病因尧危害性尧治疗方法尧日常注意事项遥 3冤服

A 组院施行常规护理模式袁包括环境护理尧心理疏

野是冶野否冶回答袁否计 1 分袁野是冶不计分袁取总分袁0 分

1.3 方法

药依从性院根据 MG 测评表进行评估袁共 4 个问题袁以

导尧病情观察等遥

为不依从袁1~3 分为部分依从袁4 分为完全依从袁 依从

规护理模式同 A 组袁健康教育干预内容包括院1冤成立

作率与外伤发生率遥

B 组院施行常规护理模式联合健康教育干预遥 常

性=渊完全依从+部分依从冤/总例数伊100%[7]遥 4冤癫痫发

健康教育小组院 组员包括主治医师与护士长各 1 名袁

1.5 统计学分析

理知识与沟通技巧袁了解癫痫的疾病类型尧发作特点尧

资料采用率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字2 检验袁计量资料用

护士 2 名袁对组员进行系统培训袁使其掌握丰富的护

临床症状尧治疗方法尧护理措施等曰2冤健康教育实施方
式院对患者进行问卷调查袁了解其健康教育需求袁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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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SPSS21.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袁计数

均数依标准差渊x依s冤表示袁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袁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窑护理研究窑

中国现代医生 2021 年 7 月第 59 卷第 19 期

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与预后均有显著意义[9]遥 但是在我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B 组的护理满意度高于 A 组渊P<0.05冤遥 见表 1遥
表 1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n渊%冤]
n

组别
A组

60

B组

60

字2 值

满意

一般

0

60渊100.00冤

0.003

0.003

8渊13.33冤

9.377

2.627

8.571

0.002

P值

患者满意度

21渊35.00冤
13渊21.67冤
0.105

52渊86.67冤
8.571

B 组的疾病知识知晓率高于 A 组渊P<0.05冤遥 见表 2遥

A组

60

B组

60

字2 值

病因

源员渊远愿援猿猿冤
缘圆渊愿远援远苑冤
缘援苑愿猿

危害性

源怨渊愿员援远苑冤

缘缘渊怨员援远苑冤 缘苑渊怨缘援园园冤

园援园员远

P值

治疗方法 日常注意事项

源苑渊苑愿援猿猿冤 缘园渊愿猿援猿猿冤
源援员愿猿
园援园源员

缘苑渊怨缘援园园冤

源援圆圆苑

缘援员苑缘

园援园源园

园援园圆猿

B 组的服药依从性高于 A 组渊P<0.05冤遥 见表 3遥

A组

60

B组

60

字2 值

完全依从

不依从

服药依从性

2渊3.33冤

58渊96.67冤

27渊45.00冤

10渊16.67冤

5.635

0.862

5.926

0.018

P值

部分依从

23渊38.33冤
36渊60.00冤

22渊36.67冤
0.353

50渊83.33冤
5.926

0.015

0.015

B 组的癫痫发作率以及外伤发生率均低于 A 组袁

P<0.05遥 见表 4遥

n

癫痫发作

外伤发生

60

5(8.33)

3(5.00)

60

B组

字2 值

13(21.67)
4.183
0.041

P值

的治疗效果受影响遥 因此袁有必要加强对小儿癫痫患者
治疗期间的护理干预袁以提高护理质量与临床疗效遥
效途径遥 健康教育同时也是临床护理工作的主要项目
之一袁对提高护理质量具有显著作用 [12]遥 传统的健康

教育缺乏针对性袁无法满足所有患者的健康教育需

求袁导致其效果不佳 [13]遥 健康教育干预以患者的临床
护理需求为依据袁先以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患者的健
的针对性袁且其宣教方式较多袁有助于不同文化水平
的患者轻松理解健康宣教的内容袁因此可获得较为满

可对患儿及其家属进行知识普及与解说袁能够明显提
高其对癫痫知识的知晓率袁有助于提升家属的护理技

能袁继而帮助患儿在日常生活中做好个人护理袁预防
疾病发作遥 夏雨欣[16]的研究表明袁健康教育干预的实
施能够显著提高患儿及其家属的疾病认知情况与护
痫患儿的治疗效果与生活质量也有积极影响袁可降低
癫痫复发率袁有利于患儿康复遥 由此推断袁健康教育干
预在小儿癫痫患者的护理工作中可发挥显著作用遥

表 4 两组癫痫发作率以及外伤发生率比较[灶渊豫冤]
A组

病发作袁则自行加大药量或反复换药袁而当患儿症状

理满意度遥 王晓玲等的报道指出袁健康教育干预对癫

2.4 两组癫痫发作率以及外伤发生率比较

组别

儿治愈袁一旦出现用药不合理或其他因素引起患儿疾

意的效果[14-15]遥 将健康教育干预用于小儿癫痫患者中袁

表 3 两组服药依从性比较[灶渊豫冤]
n

也存在部分家属急于求成袁期望能够在短时间内让患

康教育需求袁再实施相应的健康教育措施袁具有一定

2.3 两组服药依从性比较

组别

使临床治疗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10-11]遥 同时

健康教育是向患儿及其家属科普癫痫知识的有

表 2 两组疾病知识知晓率比较[灶渊豫冤]
n

外袁小儿患者的自控能力较差袁治疗依从性不高袁而家

有所改善时又出现少服药尧漏服药等情况袁导致患儿

2.2 两组疾病知识知晓率比较

组别

乏疾病相关的护理知识袁导致癫痫患者反复发作遥 另
属的认知程度不高会直接导致患儿的遵医意识降低袁

不满意

31渊51.67冤
47渊78.33冤

国袁尤其是在农村袁因为对疾病知识的了解较少袁更缺

10(16.67)
4.227
0.040

3 讨论

本研究先选定符合条件的护士组建健康教育小
组袁并对全体组员进行系统培训袁明显提高健康教育
小组的整体服务水平袁有效保证健康教育工作的顺利尧
有效开展曰而小儿癫痫的有效治疗袁需要家属和照护
者的积极配合袁因此我们实施健康宣教的对象包括患
者本人及其家属尧照护者曰宣教内容方面袁从疾病知
识尧用药尧生活等方面入手袁达到了系统性尧全面性宣

癫痫属于脑部慢性疾病袁在我国的患病率约达

10%袁其中约 80%的发病年龄约18 岁遥 该病的发作具

有反复性尧突发性特点袁会对患者的生活尧学习等构成

不利影响 遥 该病的治疗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袁控
[8]

制癫痫的发作次数与发作持续时间是主要目的袁对改

教的目的袁因此能够获得较好的宣教效果遥 本研究对
比常规护理模式与联合健康教育干预的实施效果袁结
果显示袁B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尧疾病知识知晓率以

及服药依从性分别为 100.00%尧95.00%尧96.67%袁均明

显高于 A 组袁且 B 组的癫痫发作率以及外伤发生率8.33%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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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冤均低于 A 组 21.67%尧16.67%袁提示 B 组的护
理效果优于 A 组袁与周玉珍等[18]报道基本一致遥 由此

证实袁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施行健康教育干预袁能够
进一步提高护理质量袁对小儿癫痫患者的临床治疗具
有显著意义遥
综上所述袁健康教育干预在小儿癫痫患者护理中
的施行效果显著袁可明显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尧疾病
知识知晓率以及服药依从性袁值得临床应用与推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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