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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行为转变理论对支气管哮喘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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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基于行为转变理论对支气管哮喘患儿开展延续性护理的效果。方法：将 100 例患儿

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5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基于行为转变理论的延续
性护理干预。比较两组干预前后疾病认知度评分、生活质量测定量表简表(quality of life questionaire
abbreviated version，
QOL-BREF)评分；比较两组改良医学研究会呼吸困难量表(modified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mMRC)分级及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统计两组患儿干预期间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疾病认知度评分
及 QOL-BREF 评分两组干预后均高于干预前(P＜0.05)，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 mMRC 分级 0

务，尽可能满足患儿及其家属的需求，最终提高护
理满意度［ 17-18 ］。
将以患者及家庭为中心的
“说 - 示 综上所述，
做”法行为管理模式应用于行正畸治疗患儿，可有
效减轻其焦虑情绪，提高治疗配合度和护理满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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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17 例，Ⅰ级 19 例，Ⅱ级 12 例，Ⅲ级 2 例；对照组 mMRC 分级 0 级 6 例，Ⅰ级 21 例，Ⅱ级 18 例，Ⅲ级 5 例。
mMRC 分级情况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态度、护理技术、健康教育满意率观察组分别为
96.00% (48/50)、94.00% (47/50)、90.00% (45/50)， 对 照 组 分 别 为 84.00% (42/50)、80.00% (40/50)、74.00%
(37/50)。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发症发生率观察组为 4.00%(2/50)，对照组为 16.00%
(8/5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采用基于行为转变理论的延续性护理对支气管哮喘患
改善生活质量。
儿进行干预，能提高疾病认知度，减轻患儿呼吸困难程度，
延续性护理；儿童
［关键词］ 支气管哮喘；行为转变理论；
［中图分类号］ R2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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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the Effects of Carrying out Continuous Care for Children
with Bronchial Asthma Based on Trans-theoretical Model
LI Sujuan1, PENG W ansheng2, CHEN Kaiquan1
1 A nhui province Lujiang County TCM Hospital, Lujiang 231500, China;
2 The First A 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carrying out continuous care for children with bronchial
asthma (BA) based on trans-theoretical model. Methods: All 100 children were randomized into two groups, 50
cases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accepted conventional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continuous nursing intervention based on trans-theoretical model. To compare disease awareness scores and
QOL-BREF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between both groups; to compare the classification of mMRC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degree between both groups, to count the incidence of the complications during the
intervention period between both groups. Results: Disease awareness scores and QOL-BREF scores of both group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were higher than these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P＜ 0.05),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re were 17 cases at grade zero, 19 cases at gradeⅠ , 12
cases at grade Ⅱ and two cases at grade Ⅲ ; in the control group, six cases at grade zero, 21 cases at grade Ⅰ , 18
cases at grade Ⅱ and five cases at grade Ⅲ . The difference showed statistical meaning in mMRC classification
between both groups (P＜ 0.05). Satisfaction rates to nursing attitude, nursing skills and health educa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96.00% (48/50), 94.00% (47/50) and 90.00% (45/50) respectively, while the rates of the
control group were 84.00% (42/50), 80.00% (40/50) and 74.00% (37/50). The difference showed statistical meaning
between both groups (P＜ 0.05). The incidence of the compl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4.00% (2/50),
lower than 16.00% (8/50)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showed statistical meaning beween both groups
(P＜ 0.05). Conclusion: Continuous care based on trans-theoretical model given to BA children could raise disease
awareness degree, alleviate the degree of dyspnea and improve quality of life.
bronchial asthma; trans-theoretical model; continuous care; children

支气管哮喘是常见的呼吸道疾病，易反复发
作，且无法治愈，只能缓解临床症状［ 1 ］。有报道指
出，护理干预是影响支气管哮喘预后的重要因素，
合理的护理干预可起到改善预后的作用。基于行
为转变理论的延续性护理干预是通过改变患儿及
家属对疾病的认知，提高其治疗信心，从而起到改
善预后的作用。近年来，笔者将基于行为转变理论
效果
的延续性护理应用于 50 例支气管哮喘患儿，
满意，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将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5 月
就诊的 100 例支气管哮喘患儿，采用简单抽样法
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 50 例，
其中男 30 例，
女 20

中国科技

154

例；年龄 2耀10 岁，平均(4.20依2.16)岁，病程 6耀
13 天，平均(7.83依2.78)天；对照组 50 例，其中男
28 例，女 22 例；年龄 2耀10 岁，平均(4.25依2.09)
岁，
病程 6耀13 天，平均(7.86依1.41)天。两组患儿
性别、年龄、病程等临床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标准 纳入：
1)符合支气管哮喘诊断标
［2 ］
准 者；2)年龄≤10 岁者；3)经医学伦理委员会
审核通过，
患儿家属知情同意且签署同意书者。
1.3 排除标准 排除：1)严重心肝肾功能异常
者；
2)伴有过敏性哮喘及其他过敏性疾病者；3)有
严重免疫性缺陷者；
4)伴有呼吸道肿瘤者；5)严重
精神疾病及严重认知障碍者；
6)有严重听力障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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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力障碍者；
7)伴有肺结核及其他严重肺部疾病者。
1.4 干预方法 对照组给予吸氧护理、饮食护
理、用药指导等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在对照组基
础上给予基于行为转变理论的延续性护理干预。
1)健康教育：护理人员在患儿入院当天向患儿及
家属详细讲解住院期间注意事项，带领患儿及其
家属熟悉医院，消除其对陌生环境的恐惧感；以讲
座或知识宣传手册的方式，向患儿及其家属详细
讲解支气管哮喘的相关知识，减轻其心理压力。
2)行为转变：
与患儿家属进行反复交流沟通，帮助
患儿及家属完成意识转变，让其意识到出院后的
生活方式与疾病预后的关系，以更好地促使患儿
多参与户外运动，并指导患儿进行力所能及的日
常劳动。3)吸氧护理：
护理人员在患儿吸氧时应严
格控制氧流量，将氧流量设置为 1耀2 L/min，氧浓
度设置在 35%以内；尽量保持患儿呼吸通畅，指导
患儿进行有效呼吸，如咽部、鼻腔有难以排出的分
泌物，
可给予吸痰处理。患儿在卧床静养时，护理
人员应指导家属定时为患儿翻身。4)心理护理：告
知患儿家属患儿的情绪也是影响疾病发展的重要
原因，
询问其出现负性情绪的原因，给予针对性的
疏导，转移患儿对疾病的注意力，缓解其负性情
密切关注患儿的生命体征，观
绪。5)并发症护理：
察患儿嘴唇颜色和体温，一旦发现发现异常立即
向医生汇报，
并采用相应干预措施；护理人员在进
行操作时，应严格按照规定洗手、消毒，以减少感
染。6)饮食护理：指导患儿清淡饮食，多吃维生素
含量丰富的食物，如新鲜蔬菜、水果等，少喝浓度
忌吃辛辣的食物。7)出院后护理：建
过高的饮品，
立微信群及微信公众号，按时组织护理知识培训
及疑惑解答；在患儿出院后每周进行 1耀2 次电话
随访，随访内容主要包括解决患儿家属的护理疑
惑，进一步宣传疾病知识，督促患儿按时服药，并
要求患儿家属多带患儿参与户外运动，以提高机
体免疫力，改善预后。
1.5 观察指标
1.5.1 疾病认知度 干预前后采用自制支气管
哮喘调查问卷评价患儿家长的疾病认知度，主要
包括支气管哮喘发病病因、治疗、预后等，分值范
围为 0耀100 分，评分越高代表疾病认知度越高。
1.5.2 生活质量 干预前后采用世界卫生组织
生活质量测定量表简表(quality of life questionaire abbreviated version，
QOL-BREF)对患儿
生活质量进行评价［ 4 ］，该量表有 4 个维度，共 26
个条目，评分越高代表生活质量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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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呼吸困难程度 干预后采用改良医学研
究会呼吸困难量表(modified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mMRC)评估患儿呼吸困难严重程度［ 5 ］，
该量表评分共包括 5 级，级数越高代表呼吸困难
越严重。
1.5.4 满意度 干预后根据护理满意度量表［ 6-7 ］
评分评价满意度，主要包括护理态度、护理技术、
健康教育，分值范围为 0耀100 分，≥90 分为特别
满意，70耀89 分基本满意，
＜70 分为不满意。
1.5.5 并发症 统计干预期间肺不张、黏液栓堵
塞等并发症发生情况。
1.6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经 SPSS 15.0 统
计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用( 字依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字2 检验，
P＜0.05 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疾病认知度及 QOL-BREF 评分 疾病认知度
评分及 QOL-BREF 评分两组干预后均高于干预前
(P＜0.05)，
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疾病认知度评分及 QOL-BREF 评分比较( 字依s)
组别

例数

观察组

50

对照组

50

分

时间
干预前

疾病认知度
45.68±9.31

QOL-BREF
56.85±9.36

干预后

62.37±10.25

75.33±11.91

干预前
干预后

46.12±9.45
55.49±9.83

56.14±9.49
68.72±10.57

2.2 mMRC 分级 观察组 mMRC 分级 0 级 17 例，
Ⅰ级 19 例，Ⅱ级 12 例，Ⅲ级 2 例；对照组 mMRC 分
级 0 级 6 例，
Ⅰ级 21 例，
Ⅱ级 18 例，
Ⅲ级 5 例。mMRC
分级情况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 护理满意率 对护理态度、护理技术、健康
教 育 满 意 率 观 察 组 分 别 为 96.00% (48/50)、
94.00%(47/50)、90.00% (45/50)，对 照 组 分 别 为
84.00%(42/50)、80.00%(40/50)、74.00%(37/50)。
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4 并发 症发 生 率 并发 症发 生 率观 察 组 为
4.00%(2/50)，其中黏液栓堵塞 1 例，呼吸道感染
1 例；对照组为 16.00%(8/50)，其中肺不张 1 例，
黏液栓堵塞 4 例，呼吸道感染 3 例。并发症发生率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支气管哮喘患儿年龄小，认知功能较差，对疾
病的认知度也偏低［ 7 ］。在进行基于行为理论转变
的延续性护理干预时，通过护理人员的干预，改变
患儿家属对于疾病的错误认知，让其意识到出院
后的生活方式与疾病预后有重要关系；以讲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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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宣传手册的方式，向患儿及其家属详细讲解
支气管哮喘的相关知识，从而可提高疾病认知度。
本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干预后疾病认知度评分
高于对照组，说明采用基于行为转变理论的延续
性护理对支气管哮喘患儿进行干预，能提高患儿
家属对疾病的认知度。本研究结果与王小妮等［ 8 ］
研究结果相同。本研究在进行护理干预时，护理人
员在患儿吸氧时应严格控制氧流量，保证患儿能
够进行有效呼吸；指导患儿进行清淡饮食，多吃维
保证机体营养需求，以提高
生素含量丰富的食物，
机体免疫力，促进疾病的康复；尽量保持患儿呼吸
通畅，对咽部、鼻腔的分泌物给予吸痰处理，可减
轻呼吸困难程度，减少黏液栓堵塞的发生；护理人
员在进行护理操作时，严格按照规定洗手、消毒，
减少肺部感染的发生［ 9 ］。本研究结果表明，观察
组干预后 mMRC 分级优于对照组，干预期间并发症
发生率低于对照组，说明采用基于行为转变理论
的延续性护理对支气管哮喘患儿进行干预，能减
降低并发症发生率。
轻患儿呼吸困难程度，
支气管哮喘反复发作，导致患儿及家属出现
较大的心理负担，其治疗依从性偏低［ 10 ］。本研究
在进行护理干预时，告知患儿家属只要积极配合
治疗，就能把疾病控制在可控范围内，使其积极配
合医护人员进行相关治疗及护理，减轻心理压力；
向患儿及家属详细讲解疾病的相关知识，告知患
儿家属患儿的情绪也是影响疾病发展的主要原
因，对患儿及家属出现的负性情绪给予针对性的
疏导，以提高其对健康教育、护理态度的满意度；
密切关注患儿的生命体征，关注患儿嘴唇颜色和
体温，在发现异常后立即向医生汇报，并采用相应
干预措施，提高其对护理技术的满意度。本研究结
果表明，观察组干预后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说
明采用基于行为转变理论的延续性护理对支气管
哮喘患儿进行干预，能提高患儿家属对护理工作
的满意度，与徐艳春等［ 10 ］研究结果相同。支气管
哮喘患儿常伴有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影响了患
儿的生活质量。基于行为理论转变的延续性护理
干预时，
在患儿出院后定期进行电话随访，督促患
儿按时服药，提高其治疗依从性，并要求患儿多参
与户外运动，以提高机体免疫力，改善预后，减少
并发症的发生，
从而提高患儿的生活质量。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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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观察组干预后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说明
对支气管哮喘患儿给予基于行为转变理论的延续
性护理进行干预，能提高患儿生活质量。这与梁娟
等［ 11-12 ］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采用基于行为转变理论的延续性
护理对支气管哮喘患儿进行干预，不仅能提高疾
病认知度，减轻呼吸困难程度，还能改善生活质
量，降低并发症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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