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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消化内科患者营养知识新视野及护理体会

李明珠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云南 昆明

【摘要】 目的：探究拓宽消化内科患者营养知识新视野的方式及采取相关护理措施的护理体会。方法：

随机抽取 88例于消化内科接受治疗的患者将其纳入实验研究范围，其均于 2017年 11月~2019年 11月入我

院接受诊治，应用等量数字随机的方式分组，分别采用消化内科患者营养知识新视野（实验组，n=44）与

常规护理方式（对照组，n=44）进行干预，分析护理效果。结果：实验组患者的营养知识知晓程度、依从

性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实验组患者的满意程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结论：对消化内

科患者应用营养知识新视野方式进行护理干预，有利于提升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增加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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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adening new horizons of nutrition knowledge for patients with digestive medicine and nursing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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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ways to broaden the new horizons of nutrition knowledge of patients
with digestive medicine and the nursing experience of taking relevant nursing measures. Methods: A total of 88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in the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 They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November 2017 to November 2019 f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hey were grouped in equal numbers and randomized. Patients with new perspectives on
nutrition knowledge (experimental group, n = 44) and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s (control group, n = 44) were
intervened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nursing. Results: The knowledge level and compliance scor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of
the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Nursing
interventions using new perspectives of nutrition knowledge in patients with gastroenterology are beneficial to
improve the self-management ability of patients and increase patient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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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内科指的是对患者的食管、大肠、小肠、

胃部、肝脏、胰腺及胆脏等器官进行研究与治疗的

科室[1]，由于消化内科患者病症复杂，且病症的发生

与膳食存在较大的相关性，所以为更好的优化临床

治疗方法，提升患者治疗依从性，本实验就拓宽消

化内科患者营养知识新视野的方式及采取相关护理

措施的护理体会展开论述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88例于消化内科接受治疗的患者将其

纳入实验研究范围，其均于 2017 年 11 月~2019 年

11月入我院接受诊治，应用等量数字随机的方式分

组，实验组中，男女比例为 24:20，患者最大与最小

年龄为 86岁和 26岁，均值为（55.63±4.86）岁，其

中包含消化性溃疡病症患者 12例，胰腺炎病症患者

5 例，急性胃炎患者 4 例，反流性食管炎病症患者

11例，肠预激综合征患者 6例，其余病症患者 6例；

对照组中，男女比例为 25:19，患者最大与最小年龄

为 88岁和 27岁，均值为（56.79±4.98）岁，其中包

含消化性溃疡病症患者 13例，胰腺炎病症患者 4例，

急性胃炎患者 6例，反流性食管炎病症患者 10例，

肠预激综合征患者 7 例，其余病症患者 4 例。一般

资料不存在较大差异，P＞0.05[2]。
1.2 方法

http://ijnr.oajrc.org/


李明珠 拓宽消化内科患者营养知识新视野及护理体会

- 107 -

对照组应用常规消化内科健康知识宣教及心理

疏导等方式进行常规护理。实验组应用拓宽消化内

科患者营养知识新视野方式进行护理干预，具体护

理措施如下：

1.2.1 针对性营养知识指导

护理人员需要主动与患者沟通交流，对患者的

饮食喜好进行了解，掌握患者的饮食需求，制定符

合患者身体情况的营养计划，以开展对患者的一对

一辅导，针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告知患者科学合

理的饮食和营养调配的重要性，以此提升患者饮食

和营养配合的依从性。

1.2.2 营养科室的设立

针对消化内科患者，其消化能力差，机体营养

物质补充不足，但是由于医院去刷专门的营养科室，

不能合理分析消化内科病症与饮食之间的关系，也

不能合理分析营养供给与病症康复之间存在的联

系，导致患者营养配合的依从性差。所以这就需要

设立营养科室，提升护理人员对营养知识的把握程

度，及时拓展护理人员的消化内科营养知识新视野
[3]，解决患者生活中存在的饮食问题。营养科室需要

系统化的对患者进行饮食指导，了解患者病情发展

情况，以科学合理的制定饮食营养计划，保证患者

机体营养供应。

1.2.3 拓宽消化内科营养知识新视野的目标建立

合理设定教育目标，保证用词的精准及简化程

度，以保证合理临床人力资源配置，更好的拓宽营

养知识新视野。这就需要明确营养供给知识的应用

重要性，对患者展开多元化的教学，合理饮食种类

的调节，以此不断提升患者自我管理能力[4]。

1.2.4 营养知识宣教

营养科室护理人员需要将营养知识的拓宽与消

化内科病症相结合，以合理开展临床指导。分析不

同病症患者对营养知识的需求，增强护理人员的责

任意识，使其将拓展营养知识新视野的教育从工作

层面提升到责任领域，能够从患者的营养需求出发，

制定符合患者需求的营养方案，有利于合理进行营

养评价，通过对患者进行营养知识教育，拓宽患者

营养知识新视野。

1.3 观察指标

制定调查问卷，对两组患者的营养知识知晓程

度、满意程度与饮食营养依从性进行评分[5]，分数为

百分制，分数与掌握程度、满意度及依从性成正比。

1.4统计学处理

将两组效果录入 SPSS22.0软件，计量资料检验

行 t，表示用（x±s），计数资料表示用百分比（%），

检验行 x2，P＜0.05是统计学意义成立的依据。

2 结果

经研究，实验组的营养知识知晓程度、满意程

度及饮食营养依从性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

P＜0.05，具体数据见下表 1：
表 1 营养知识知晓程度、满意度及饮食营养依从性（x±s，分）

组别 n 营养知识知晓程度 满意程度 饮食营养依从性

实验组 44 98.12 ± 1.36 99.36 ± 0.62 95.64 ± 1.03

对照组 44 84.69 ± 2.54 86.97 ± 1.45 80.49 ± 2.09

t 30.919 52.116 43.130

P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升，人们的生活已经从

物质需求逐渐转向精神需求，人们对营养问题的重

视程度也不断提升。由于消化内科患者消化功能较

差，所以其治疗后大都以流食、半流食及软食为主，

但是这将极大程度影响患者机体营养供应。采用拓

宽消化内科患者营养知识新视野的护理方式进行干

预。能够通过针对性的营养知识指导、营养科室设

立、拓宽消化内科营养知识新视野的目标建立及营

养知识宣教等方式，能够从消化内科患者自身病情

及机体情况出发，设立符合患者机体需求的营养方

案，在了解患者自身喜好的基础上，最大程度提升

患者的饮食种类应用依从性；能够通过成立营养科

室，分析消化内科病症与饮食之间的关系，及时针

对患者存在的饮食问题进行解答，能够方便相关人

员学习与饮食营养相关的知识，改变了传统营养干

预过程中无法合理处理消化内科病症与饮食关系的

现状，有利于合理患者营养计划，提升患者康复效

率。能够通过精准化、清晰化的健康营养目标设定，

以多元化方式方便不同理解能力的患者接受营养知

识，加强患者对营养知识重要性的了解，通过精准

化的用词及合理临床人力资源的应用，能够优化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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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种类调节的效率，加强患者的饮食依从性，提升

患者对饮食管理重要意义的把控；通过有效的营养

宣教，使护理人员认识到营养宣教的重要性，以此

不断优化临床护理质量，提升护理人员的责任意识，

合理对患者的营养状态进行评价，能够最大限度拓

宽患者的营养知识新视野，降低临床护理难度，保

证患者机体营养物质供应[6]。

研究表明，实验组的营养知识知晓程度

（98.12±1.36）分、满意程度（99.36±0.62）分及饮

食营养依从性（95.64±1.03）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

差异显著，P＜0.05，可见，应用拓宽消化内科患者

营养知识新视野方式对患者病症进行干预，有利于

加强患者对营养知识的掌握，提升患者的满意程度，

增强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7-14]。

综上所述，拓宽消化内科患者营养知识新视野

的护理效果显著，有利于合理患者膳食营养，提升

患者康复效率，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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