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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内科胃溃疡临床护理观察

刘晓红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云南 昆明

【摘要】目的 探本研究旨在探究临床护理在慢性胃溃疡患者中的应用及实施效果。方法 随机选取我

院 2019年 1月-12月就诊的 8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40 例）和实验组（40例）。对照组给

予常规护理，实验组给予个性化护理。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总时间，症状消失时间，疗效，患者满

意度和心理状态。结果 实验组患者治疗有效率和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治疗时间及症状消失时间低于对照

组，此外，实验组患者焦虑和抑郁程度显著低于对照组，心理状态较好。结论 个性化护理在胃溃疡治疗中

能显著提高治疗效果和患者满意度，缓解患者焦虑和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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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nursing observation of patients with gastric ulcer in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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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and effect of clinical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gastric ulcer. Methods: 80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19 were randomly
selected in this study. All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40 cases) and experimental group (40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individualized nursing. The
total duration of treatment and symptom disappearance, treatment effect, 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mental stat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and evaluated. 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e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treatment time and symptom disappearance
time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Individualized nursing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and patients' satisfaction, relieve patient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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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作方式的改变以及压

力的增大，肠胃疾病近年来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发

病也呈年轻化趋势[1]。胃溃疡 (gastric ulcer，GU)是
一种消化性溃疡，主要由于患者的胃部消化液对胃

黏膜造成侵蚀而最终导致发病。不合理饮食可导致

胃酸分泌过多[3]，此外，幽门螺杆菌感染和机体免疫

力下降，服用药物以及心理因素均会诱发该疾病
[4-6]。该病好发于胃部和十二指肠，我国大约有 10%
的人群患有胃溃疡[7]。发病早期可采取积极干预及治

疗，否则后期可能会面临胃穿孔等严重并发症 [8]。

由于慢性胃溃疡的病程较长，治疗后难以在短

期内痊愈，因此，在治疗期间应当给予合理的个性

化护理，纠正患者饮食生活习惯，建立良好的心理

状态，以降低后期复发率。本研究选取 2019年 1月

-12月在我院入院治疗的胃溃疡患者，并分组给予常

规护理和个性化护理，观察护理效果。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1 月-12 月于我院进行胃溃疡治疗

的患者 80例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符合慢性胃溃

疡临床诊断标准，且经胃镜检查和病理检查确诊。

80 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40 例）和研究组（4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给予个性化护

理方案。对照组：男性患者 23例，女性患者 17例，

年龄 31-65岁，平均年龄（52.2±3.1）岁。观察组：

男性患者 22 例，女性患者 18 例，年龄 29-62 岁，

平均年龄（50.2±4.3）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无

统计学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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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护理方法

两组患者均进行对症支持治疗。对照组给予常

规护理，实验组给予个性化护理，具体措施如下：

（1）系统评估：对患者的病情，既往史，营养

水平，饮食习惯进行系统评估，并制定具有针对性

的个性化护理方案。

（2）一般护理：对患者进行慢性胃溃疡发病，

治疗以及护理等相关知识科普，使其对危害健康的

行为有充分认识，告知患者戒酒以及避免食用刺激

性食物，提倡少食多餐，改掉自身不良生活习惯。

（3）用药护理：医护人员应敦促患者按时定量

服药，并将患者病情及时汇报给主治医生以便及时

调整患者用药。同时与患者及家属进行充分沟通，

对患者饮食进行科学化调整，并避免食用与药物相

冲的食物。此外还应该提高患者服药依从性。

（4）心理护理：慢性胃溃疡临床表现为多发，

并具有反复性，因而患者容易出现紧张，焦虑甚至

抑郁等不良心理状态。护理人员应加强与患者的交

流沟通，及时解答患者疑问，消除顾虑，建立积极

向上的情绪，使患者更好得配合医生治疗，促进溃

疡康复，并降低后期的复发率。

（5）饮食指导：医护人员应当与患者及家属进

行充分的沟通交流，以便了解患者的饮食习惯和饮

食架构，对于具有不良饮食习惯的患者，护理人员

应当详细地向病人及家属解释清楚科学健康饮食的

重要性。针对患者不同的饮食习惯给予合理的饮食

指导，饮食原则为营养均衡，少食多餐，食用容易

消化的食物，按时定量，让胃部有足够的消化时间

同时降低对胃黏膜的刺激和腐蚀。此外，进食过程

中提倡细嚼慢咽，以分泌足够的唾液来中和胃酸。

此外，患者应当食用高蛋白，低脂肪，易消化食物，

禁止食用辛辣刺激食物。对于有吸烟史和饮酒史的

患者，医护人员应当叮嘱患者禁烟酒。

（6）出院指导：患者治愈出院前，护理人员应

当对患者及家属进行全面的健康科普及宣传，对患

者出院后的生活及饮食进行指导，建立科学健康的

院后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对于患者出院后服用药

物应当进行详细的说明，叮嘱患者按时遵医嘱服用

药物，不可擅自停止服药或者中途增加或更换其他

药物。嘱咐患者根据自身身体状况，合理适量运动。

1.3 观察指标

记录并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总时间和症状消失

时间，临床治疗效果，满意度和心理状态。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8.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x ± s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采用例表示，行χ2检
验。以 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效果比较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见表 1，实验组总有效率

90.0%，对照组有效率 72.5%，实验组治疗有效率高

于对照组，P < 0.05。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比较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χ2 P

对照组 40 15（37.5） 14（35.0） 11（27.5） 29(72.5)
4.021 0.045

实验组 40 20（50.0） 16（40.0） 4（10.0） 36(90.0)

2.2 治疗时间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见表 2，实验组患者症状消失

时间为（5.3±0.6）d，治疗总时间为（7.5±0.8）d，
而对照组症状消失时间为（7.1±1.1）d，治疗总时间

为（10.2±1.2）d，实验组症状消失时间和治疗总时

间均显著小于对照组，P<0.001。
2.3 满意度比较

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见表 3，实验组患者满意率

为 95.0%，而对照组患者满意率为 77.5%，实验组满

意率高于对照组，P<0.05。
2.4 心理状态比较

两组患者心理评分见表 4，实验组患者焦虑均值

为（35.24±3.9）分，抑郁均值为（39.78±4.5）分，

而对照组焦虑均值为（51.89±6.1）分，抑郁均值为

（65.33±7.2）分。实验组焦虑和抑郁程度均显著低

于对照组，P<0.001。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时间比较

组别 例数
症状消失

时间（d）
治疗

总时间（d）

对照组 40 7.1 ± 1.1 10.2 ± 1.2

实验组 40 5.3 ± 0.6 7.5 ± 0.8

t 9.086 11.840

P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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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患者满意度比较

组别 例数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χ2 P

对照组 40 14（35.0） 17（42.5） 9（22.5） 31（77.5）
5.165 0.023

实验组 40 26（65.0） 12（30.0） 2（5.0） 38（95.0）

表 4 患者心理状态比较

组别 例数 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对照组 40 51.89 ± 6.1 65.33 ± 7.2

实验组 40 35.24 ± 3.9 39.78 ± 4.5

t 14.544 19.032

P 0.000 0.000

3 讨论

慢性胃溃疡是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具有多发性

和反复性的特点[9]。患者表现为腹部疼痛反复发作
[10],部分患者出现烧心，泛酸等症状[11]。临床治疗一

般以抑制胃酸分泌，保护并修复胃黏膜组为治疗原

则[12]。胃溃疡由于反复发作，对患者身体健康造成

影响，甚至危害患者心理健康。

近年来，由于生活及饮食习惯的改变，胃溃疡

发病率不断升高。药物治疗配合全面性针对干预为

临床常见治疗方式。针对患者不同的病情和生活饮

食习惯提供良好的护理服务有助于提升康复速度和

治疗效果[13]。个性化护理为常规护理的发展和改善，

将患者作为护理的主题，提供心理干预，降低患者

心理压力，缓解焦虑及抑郁。为患者提供用药指导，

引导患者科学服药，提高患者服药依从性。此外还

为患者提供饮食指导，使其摒弃不良饮食习惯[14-15]。

本次研究发现，个性化护理有助于提高治疗效

果，与赵娟的研究结果一致[16]。此外，在对两组患

者的满意度和心理状态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个性化

护理组的患者对治疗效果更满意，心理状态比常规

护理组要好，焦虑感更低。农惠珍在研究中指出，

针对性护理更能降低患者的紧张焦虑和恐惧感[17]。

此外，蔡晓群研究发现，个性化护理能缩短治疗时

间和症状消失时间，与本次研究结果一致[18]。

综上所述,胃溃疡临床治疗中，采用个性化护理

能显著提高治疗效果，提高患者满意度，同时是缩

短治疗时间，缓解患者紧张和焦虑，对病情好转起

到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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