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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在对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临床护理中实施针对性营

养护理干预的应用效果。

方法：本次研究以我院接受治疗的 56 例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为

主，收治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2019 年 9 月，将其分为两组，对照

组以常规护理为主，在对观察组患者护理期间，常规护理同上，

另外增加针对性营养护理干预措施。

结果：观察组患者血清蛋白、血清总蛋白等各项营养学指

标均得到明显改善，组间数值存在可比性（P<0.05）。向两组患

者展开满意度调查，观察组患者不满意人数共 1 例，对照组为 8
例，总体满意度分别为 96.43%、71.43%，组间差值具有可比性

（P<0.05）。

结论：通过对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营养学指标进行检测，在

了解患者病情情况的前提下，具有针对性实施营养护理干预，对

患者的饮食进行调整，使其更具科学化、合理化，在一定程度上

可改善患者的营养状况，增强患者的机体免疫能力，在临床治疗

中发挥出了较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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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eatment time was from May 2018 to September 2019.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mainly treated with routine care. During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outine nursing was the same as above, 
and targeted nutritional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were 
added. 

results: The serum protein, total serum protein and other 
nutritional indicator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 values   between the groups were comparable  
(P <0.05). The satisfaction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two 
groups of patients. There were 1 patient dissatisfa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8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was 96.43% and 71.43%,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as comparable (P <0.05). 

conclusion: By testing the nutritional indicators of patients 
with ulcerative colitis, under the premise of understanding the 
patient's condition, targeted nutritional nursing interventions 
can be performed to adjust the patient's diet to make it more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To a certain extent, it can improve the 
nutritional status of patients, enhance their immune capabilities, 
and play a greater role in clinical treatment.

Keywords: patients with ulcerative colitis; targeted nutritional 
nursing; nutritional indicators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以我院接受治疗的 56 例溃疡性结

肠炎患者为主，收治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2019
年 9 月，所选患者均已经确诊，患者心肝肺功能

健全，精神、意识正常，无恶性肿瘤等病症类型。

共 46 名男性，其余 10 名患者为女性，最大年龄

为 77 岁，最小年龄为 22 岁，本次研究均获得患

者本人签字同意，对比分析患者年龄、性别等基

本信息，不具有可比性（P>0.05）[1-2]。

1.2 方法

将常规护理应用于对照组，在患者住院期间，

医护人员需密切监测患者的各项生命指标，遵医

嘱给予患者适量药物，全程按照无菌操作的要求，

确保患者的治疗安全。

在对观察组患者护理期间，常规护理同上，

另外增加针对性营养护理干预。首先，为了提高

患者的配合力度，应积极开展饮食健康教育，向

患者及其家属讲解饮食护理实施的重要性以及具

体护理流程，向患者发放饮食健康手册，提高患

者对自身疾病的认知，使其能够从思想上来提高

重视，认真听取医护人员的建议，对自身的饮食

内容进行调整 [1-2]。其次，考虑到每位患者的病

情程度、体制、年龄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为此，

在对患者实施营养护理干预前，医护人员需全面

掌握患者的基本信息，以此为依据，具有针对性

制定相应的营养护理方案。在对患者的饮食进行

搭配时，需明确食物中营养成分的构成比，食用

加工细软、易消化类食物，告知患者在饮食上需

要注意的事项，禁食辛辣、刺激性食物。通过对

食物不耐受情况进行检测，可将食物分为三种类

型，分别为忌用、可轮替和安全食物 [3-5]。在患

者住院期间，对患者的身体情况进行评估，循序

渐进，对饮食方案作出适当的调整，在为患者补

充身体所需营养物质的同时，确保患者的饮食安

全，有利于患者身体的早日康复。为了提高患者

的自我管理能力，在营养护理干预实施过程中，

医护人员可指导患者每日填写饮食日记，养成良

好的饮食习惯，时刻提醒患者要科学饮食。医护

人员作为护理工作的主要实施者，在整个护理环

节中起着重要性作用 [6-7]。为此，护理人员应具

备良好的工作素养，遵循“以患者，为中心”的

护理原则，站在患者角度来思考问题，真正满足

患者生理、心理以及饮食等方面的需求，让患者

感受到来自医护人员的温暖，双方建立良好的信

任关系，为后期护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良好的

基础。最后，待患者住院前，建立个人饮食档案，

将患者住院期间的饮食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并留

下医院的联系方式，待患者出院后，定期回访，

询问患者的饮食、不良症状发生情况，叮嘱定期

到院复查，以便对患者的病情进行监测 [3-5]。

1.3 观察标准 

在两种护理模式下，统计患者营养学指标变

化情况，如：血清蛋白、血白蛋白等，制作满意

度调查表，了解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情况，

主要包括满意、基本满意和不满意三项指标，总

分值为 100 分，得分值越高，则表示为患者的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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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程度越高，以上述指标作为本次护理效果的主

要评判依据 [6-7]。

1.4 统计学处理

使用 SPSS20.0 统计学软件对本次实验数据

进行整理，两组患者营养学指标为计量资料，满

意度调查数据为计数资料，单位分别用（x ± s）、%

来表示，在 t、x2 检验方式下，若组间差值符合

P<0.05 的要求，则表示为具有可比性。

2. 结果

2.1 在营养护理干预模式下，观察组患者营

养学指标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的对照组，组间差值

具有可比性（P < 0.05）。详细数据请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营养学指标比较（x ± s）

组别 血清蛋白 (mg/L) 血清总蛋白 (mg/L) 血白蛋白 (mg/L) BMI (kg/m2) 血红蛋白 (g/L)

观察组
（n=28） 121.34±18.57 59.63±2.47 39.84±2.13 23.46±2.49 142.35±18.96

对照组
（n=28） 102.34±10.72 49.86±2.78 31.47±2.79 17.64±2.31 114.39±11.47

2.2 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展开调查，

观察组患者满意、基本满意总人数为 27 例，

对照组为 20 例，两组患者总体满意度分别为

96.43%、71.43%，组间差值具有可比性（P<0.05）。
详细数据请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满意度情况比较（%）

组别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体满意度

观察组
（n=28） 17 10 1 96.43

对照组
（n=28） 11 9 8 71.43

3. 讨论

溃疡性结肠炎属于慢性、非特异性肠道
炎疾病中的一种病症类型，在临床治疗中较
为常见。对于该病症的发病因素，还尚未有
明确的解释，观察患者的病变部位，主要以
直肠、乙状结肠为主。受到疾病因素的影响，
多数患者会出现腹泻、腹痛等临床症状，若
患者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病程时间延长，
患者容易出现营养不良，对患者的身体健康
带来更大的伤害 [8-10]。基于此，在对溃疡
性结肠炎患者临床治疗中，除了要根据患者
的病情情况，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外，临床

护理也是重点工作内容。为确保患者体内营
养充足，医护人员需对患者的体制、年龄、
病程时间等信息进行全面的了解，在此基础
上，制定出个性化营养护理干预方案，确保
其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帮助患者身体尽快
康复，从而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11-13]。

近年来，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生率越来越
高，成为危害人们身体健康的主要病症。在
患病期间，因患者的胃肠道功能出现异常，
导致患者体内食物无法得到正常的消化与吸
收，长期以往，机体对营养成分的需求得不
到满足，继而会出现营养不良症状。目前，
在临床治疗中，通常采用西医对患者进行医
治 [14-16]。不过，大量临床研究表明，该
治疗方式不具备彻底性，患者的病情容易反
复发作，甚至会出现多种不良症状，应用效
果不明显。为了帮助患者身体能够尽快康复，
营养护理干预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
患者的体制、病情情况进行分析，制定科学、
合理的饮食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可改善患者
的营养学指标，为患者身体补充日常所需的
能量，加快病情的好转 [17-19]。

在本次研究当中，将常规护理 + 营养
护理干预应用于观察组，患者血清蛋白、血
红蛋白等营养学指标明显得到改善，对应数
值与对照组相比较，组间差值具有可比性
（P<0.05）。此外，由以上结果 2 中相关



针对性营养护理干预在溃疡性结肠炎患者护理中的应用关瑜

IJNF 2020; 2:(1)4; DOI:10.12208/j.ijnr.20200004                                                                                   收稿日期 : 2019-12-06  出刊日期 : 2020-02-1018

描述可知，观察组患者总体满意度较高，
对应数值为 96.43%，与常规护理的对照组
（71.43%）相比较，组间差值具有可比性
（P<0.05）。由此可见，将营养护理干预贯
穿于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临床护理中，可缓
解患者营养不良症状，提高临床护理工作的
质量，在双方良好护患关系的建立过程中，
各项护理工作得以顺利开展，获得了多数患
者的认可与接受。

综上所述，在对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临床
护理中，实施营养护理干预措施，可改善患
者的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在临
床治疗中发挥出了更大的作用，可行性强，
适宜采纳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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