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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内科护理沟通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王 苏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医院儿科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根据小儿内科临床沟通现状，探究现存问题，并制定合理有效的改进措施。方法 随机

性抽取我院 2019 年 8 月-2020 年 3 月收治的 100 例患儿作为研究主体，结合患儿先后入院时间将其分为观

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50 例患儿。在后续的护理过程中加强观察组患儿的护患沟通，比较两组患儿的护理

配合度，同时探究现存问题并制定解决措施。结果 观察组患儿的护理配合度明显高于对照组患儿，组间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小儿内科临床存在护理人员态度问题、患儿年龄较小问题等等。

结论 研究表明，小儿内科临床必须提高护理人员的职业素养，同时做好患儿家属的沟通工作，且增加住院

收费的透明度，以此有效解决小儿内科护理沟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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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communication of pediatric internal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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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formulate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improvement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tatus of clinical communication in pediatric medicine. Methods: 
Randomly select 100 patients from August 2019 to March 2020 in our hospital as the main body of study, and 
divide them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time of admission, 5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In the follow-up nursing process, strengthe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nurses and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compare the nursing coordination of the two groups, and explore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formulate 
solutions. Results: The nursing cooperation degre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In addition, the 
pediatric internal medicine clinic has attitude problems of nursing staff, the problem of younger children and so on. 
Conclusion: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pediatric medical clinics must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qualities of nursing 
staff, and at the same time do a good job of communicating with family members of patients, and increase the 
transparency of hospital charges, so as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communication problems of pediatric medical 
nursing. 

【Keywords】 Pediatric Medicine; Nursing Communication; Existing Problems; Solutions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国内临床医学获得了更

多与国外先进国家进行技术沟通的机会，这为我国

医学领域的创新发展与体制改革提供了坚实有力的

技术支持以及理论保障。基于新技术、新理念，医

疗领域开始致力于自身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并逐渐

完善我国现存医疗保险机制，直为我国居民的身体

健康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备保障。那么随着我国医疗

体制的不断完善，医院内各科室开始着手创新发展，

尤其是小儿内科。儿童作为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人力资源保障，必须受到优质的教育以及良好的医

疗保障，以此为儿童的健康体质打下扎实基础。近

几年来，小儿内科临床护理工作开始出现护理沟通

问题，降低了小儿内科患儿的护理配合度以及整体

的护理服务质量，本文抽取我院 2019 年 8 月-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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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收治的 100 例患儿作为研究主体，具体分为

两组，根据小儿内科临床沟通现状，探究现存问题，

并制定合理有效的改进措施，以此帮助我国小儿内

科实现阶段性的创新发展目标，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性抽取我院 2019 年 8 月-2020 年 3 月收治

的 100 例患儿作为研究主体，结合患儿先后入院时

间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50 例患儿。50
例观察组患儿中男性患儿有 30 例，女性患儿为 20
例；年龄最大患儿为 14 岁，年龄最小的患儿为 1 岁，

平均年龄为（7.12±0.23）岁；病程时间分布在 2-7
个月的范围内，平均病程为（5.13±1.34）个月。50
例对照组患儿中男性患儿有 25 例，女性患儿为 25
例；年龄最大患儿为 13 岁，年龄最小的患儿为 1.5
岁，平均年龄为（6.52±1.25）岁；病程时间分布在

2.5-7 个月的范围内，平均病程为（5.63±1.94）个

月。两组患儿的性别比例、年龄阶段以及病程分布

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本次研究已经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的

认证许可，并取得患儿家属的知情同意书签字。 
1.2 方法 
对照组：本次研究中，我院将给予 50 例对照组

患儿常规护理措施，具体内容包括：①常规用药指

导，考虑到患儿的年龄阶段相对较小，因此在制定

临床用药路径时务必谨慎选择，保证药物的合理性

与科学性，避免患儿在临床用药后出现过敏、腹泻

及呕吐，甚至是中毒等不良反应。②常规消杀作业，

由于小儿内科患者的心肺功能相对较弱，因此护理

人员在进行临床工作时必须重视病房内的消杀作

业，每天应当定时定点的为患儿所处病房及周围进

行严格的消杀作业，同时对病房内外相应的硬件设

施进行统一检查。③常规饮食护理，一般情况下，

小儿内科患者应当更多的使用半流质食物。在食用

硬质食物时，患儿可能会因为咀嚼功能相对较差而

产生咳嗽、吞咽困难等现象，所以应当多予以患儿

半流质食物。除此之外，辛辣、生冷、油腻等食物

应当尽量避免，辛辣类食物会引发患儿的咽部发炎，

生冷食物会引发患儿的腹泻等等[1]。 
观察组：本次研究中，50 例观察组患儿将在常

规护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护患沟通，具体内容如

下：①健康心理疏导，众所周知，患儿刚进入陌生

的住院环境会产生恐惧心理以及焦虑心理等负面情

绪，因此护理人员应当实时监测患儿心理状态的变

化，并结合监测结果“对症下药”，考虑到每位患

儿的个体差异，并符合新时代背景下的人性化护理

标准，护理人员必须制定科学合理的心理疏导路径，

与患儿进行更多的有效交流与沟通。②健康教育讲

座，在小儿内科患者进行临床护理过程中，患儿家

属对相关健康知识的掌握度是决定患儿护理服务质

量的关键性因素，因此这里的健康教育讲座主要针

对对象为患儿家属，护理人员定期召集患儿家属开

展健康教育讲座活动，以此为患儿家属普及相关健

康知识，基于此，进一步提升患儿临床护理全过程

的安全性与质量[2]。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0.0 统计学软件作为数据处理工具，

主要作用于本次研究中所产生的相关数据信息的统

计与分析，利用（x±s）表示两组患者之间的计量

资料，运用 t 进行检验；利用（%）表示两组患者之

间的计数资料，运用 x2进行检验。当（P＜0.05）时，

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3]。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护理配合度比较 
结合表 1 所示，50 例观察组患儿中配合例数为

27 例，比较配合例数为 18 例，不配合例数为 5 例，

护理配合度为 90%；50 例对照组患儿中配合例数为

20 例，比较配合例数为 20 例，不配合例数为 10 例，

护理配合度为 80%。观察组患儿的护理配合度明显

高于对照组患儿，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4]。 

表 1 两组患儿护理配合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配合 比较配合 不配合 配合度 

观察组 50 27 18 5 90 

对照组 50 20 20 10 80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2.2 小儿内科护理沟通中现存问题原因比较 
结合表 2 所示，当前小儿内科护理沟通现存问

题所致原因中护理人员频发护理错误为 5 例，护理

人员未做到有效巡视为 2 例，医疗费用较高为 3 例，

护理人员态度恶劣为 7 例，护理人员技术欠缺为 5
例，分别占比 10.0%、4.0%、6.0%、14.0%以及 10.0%。

由此可见，护理人员的主观因素对小儿内科护理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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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问题的影响较大，主要表现在护理人员态度恶劣、

护理人员技术欠缺以及护理人员频发操作失误 3 个

方面[5]。 

表 2 小儿内科护理沟通中现存问题原因比较（n/%） 

原因 例数 百分比 

护理人员频发护理错误 5 10.0% 

护理人员未做到有效巡视 2 4.0% 

医疗费用较高 3 6.0% 

护理人员态度恶劣 7 14.0% 

护理人员技术欠缺 5 10.0% 

3 讨论 
3.1 小儿内科护理沟通现存问题 
首先是小儿护理人员的主观原因，护理人员由

于专业能力、职业道德的欠缺，因此较易出现临床

操作失误、未做到有效巡视以及沟通态度恶劣等现

象。其次就是患者自身原因，例如患儿的年龄原因、

心理原因以及家属原因。最后就是院方原因，随着

社会经济的飞速增长，医院的相关收费标准随之提

高，因此部分家庭难以接受如此之高的收费标准，

因此医院的收费问题成为了小儿内科护理沟通问题

的“导火索”。 
3.2 小儿内科护理沟通问题解决措施 
针对护理人员的主观原因应当提高护理人员的

职业素养，定期开展护患沟通能力培养，基于此，

提高相关护理工作人员的沟通交流能力，因此有效

提升护患沟通的工作效率与工作质量。除此之外，

相关护理人员应当更多的站在患儿及其家属的角度

出发考虑问题，以此充分理解患儿及其家属的心理

状态。结合当前医院收费标准问题，应当相应的提

高医院住院收费标准透明度，从而有效降低护患纠

纷发生概率。 
综上所述，小儿内科临床必须提高护理人员的

职业素养，同时做好患儿家属的沟通工作，且增加

住院收费的透明度，以此有效解决小儿内科护理沟

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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