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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内科住院患者营养护理及临床结局相关性研究 

张润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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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析消化内科住院患者营养状态及临床结局相关性。方法 本次研究对象选取于我院 2018
年 10 月-2019 年 10 收治的消化内科住院患者，共计 240 例。所有的患者接受营养风险筛查，根据筛查结果

评定营养状况，在此过程中相关人员对患者的临床情况进行详细的观察和分析，并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同

时统计患者不良情况（营养不良、营养风险、贫血、低蛋白血症）的发生率，而且还要严密的监测患所有患

者的住院时间及费用、感染发生情况、转归情况。结果 通过分析得知，本次研究对象中发生营养风险的例

数为 107，其发生率为（44.58%）；37 例患者营养不足，发生率为（15.41%）；56 例子患者超重，超重率

为（23.33%）；34 例患者出现低蛋白血症，发生率为（14.17%）；55 例子患者贫血，发生率为（22.91%）；

另外，无营养风险的患者其无论是住院时间和费用、感染发生率等均低于有营养风险的患者，存在明显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消化内科住院患者的营养状况中分析得知，营养不良、营养风险

在消化内科住院患者中具有较高的发生率，在临床结局的统计中有营养风险的患者占据了较大比例，高于无

营养风险患者。因此相关人员应该对患者的营养状况进行详细的评价，并做好营养筛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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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nutritional status and clinical outcomes of 
hospitalized pati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8]. Methods: The subjects in this study were 240 
inpatients of gastroenterology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8 to October 2019. All patients 
were screened for nutritional risk, and their nutritional status was assesse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screening. 
In the process, the relevant personnel conducted detailed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patient's clinical situation, 
and made a record of relevant data. At the same tim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conditions (malnutrition, nutritional 
risk, anemia, hypoalbuminemia) of patients was counted, and the length of hospitalization and costs, the occurrence 
of infection, and the outcome of all patients should be closely monitored. Results: Through analysis, it was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cases of nutritional risk in this study object was 107, and the incidence rate was (44.58%); 37 
patients were undernourished, and the incidence rate was (15.41%); 56 patients were overweight and overweight 
The rate was (23.33%); 34 patients developed hypoalbuminemia with an incidence rate of (14.17%); 55 patients 
had anemia with an incidence rate of (22.91%); In addition, patients without nutritional risk, regardless of length of 
stay and The cost and the incidence of infection were lower than those with nutritional risk.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n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5)[9-10]. Conclusion: Analysis of the nutritional status of inpatients 
in gastroenterology department shows that malnutrition and nutritional risks have a higher incidence among 
inpatients in gastroenterology department. A larg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nutritional risk accounted for the 
clinical outcome statistics. Higher than patients without nutritional risk. Therefore, relevant personnel should 
conduct a detailed evaluation of the nutritional status of patients and do a good job of nutrition scre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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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许多医院为了能够更好的明确消化

内科患者的情况，对营养风险的筛查方法进行了深

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基于此，本次研

究通过对我院收治的 240 例患者进行分析，通过风

险筛查及评定的方法，对患者的营养状况进行明确，

以此完成营养状态及临床结局相关性的分析，具体

报告内容如下[1]。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我院 2018 年 10 月-2019 年 10 收治的消化内

科住院患者中，选取其中 240 作为本次主要研究对

象。所有的患者中有男性患者 145 例，女性患者 95
例；患者的年龄最大的 90 岁，最小的 24 岁，年龄

的平均值为（53.17±13.66）岁。本次研究对象 24
岁-70 岁的患者占据了较大比例，共计 207 例，剩余

33 例患者均为 70 岁以上。其中男性患者身高和体

重的平均值分别为（166.34±6.61）cm、（62.02±
11.55）kg。女性患者身高和体重的平均值分别为

（155.62±6.17）cm、（51.26±9.15）kg。本次研

究中患者涉及的病情主要包括急性上消化道出血、

慢性胃炎、功能性腹痛、结肠息肉、胃息肉等。所

有的患者在交流中表现正常，通过沟通签署知情同

意书，符合研究标准[2]。 
1.2 方法 
患者住院期间对其病例进行详细的收集。在收

集的过程中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从所有的消化内

科住院患者中选取其中 240 例。在患者入院期间收

集患者的各项资料如（年龄、性别、身高、体重、

未接受治疗前的饮食习惯及状况、体重是否在 3 个

月内发生变化、有无疾病），同时对患者进行营养

相关的实验，得出血清白蛋白、前蛋白、血红蛋白

等欢颜指标，并对患者住院的总时间及费用进行统

计。 
在患者住院期间，采用合理的方法进行患者的

营养风险筛查，并对其进行详细的评估，将《营养

评定指南方案营养风险筛查》作为评分标准，主要

对患者的营养状况、疾病状态、年龄评分等。 
另外，对患者的住院期间营养不良情况进行评

估，在评估的过程中根据体重指数、身高指数完成

评价[3]。此外，统计患者总住院时长以及住院期间

发生的费用，同时观察患者的转归情况。除此之外，

还要对患者的身高、体重进行测量，保证测量的精

确性。 
1.3 疗效判断标准  
本次研究对患者的临床情况进行详细的观察和

分析，并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同时统计患者不良

情况（营养不良、营养风险、贫血、低蛋白血症）

的发生率，而且还要严密的监测患所有患者的住院

时间及费用、感染发生情况、转归情况。 
1.4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中涉及的数据和资料，在进程统计、

整理、分析和处理的过程中，均使用统计学软件

SPSS23.0 完成处理。以标准差（X±s）描述计量

资料，数据的比较使用 t 检验，计数资料则使用（%）

进行描述，数据检验使用 X2 检验，如果数据差异

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则使用（P＜0.05）[4]。 
2 结果 
2.1 患者中不同性别及年龄营养风险、营养不

足发生率 
本次研究中所有的患者中共有 107 例患者存在

营养风险，其发生率为（44.58%）；37 例患者营养

不足，发生率为（15.41%）；56 例子患者超重，超

重率为（23.33%）。 

表 1 患者中不同性别及年龄营养风险、营养不足发生率

（n/%） 

年龄及性别 例数 营养风险 营养不足 

性别 
男性 145 68（46.89%） 18（12.41%） 

女性 95 39（41.05） 17（17.89%） 

年龄 
24-70 岁 207 77（37.19%） 30（14.49%） 

≥70 岁 33 28（84.84%） 7（21.21%） 

据表 1 所示：所有患者中发生营养风险的男性

患者高于女性患者，同时男性发生营养不足的数量

低于女性，但是男女之间发生营养风险、营养不足

的发生率无较大的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
0.05）。此外，24-70 岁之间的患者发生营养风险及

营养不足的发生率分别为（37.19%）、（14.49%）；

70 岁以上患者发生营养风险及营养不足的发生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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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84.84%）、（21.21%）；两者之间数据比较

存在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患者中低蛋白血症和贫血发生率 

表 2 患者中低蛋白血症和贫血发生率（n/%） 

低蛋白血症 例数 贫血 例数 

轻度 19（7.91%） 轻度 23（9.58%） 

中度 6（2.50%） 中度 26（10.83%） 

重度 9（3.75%） 重度 6（2.50%） 

总计 34（14.17%）  56（22.91%） 

患者中有 34 例发生低蛋白血症，其中轻度、中

度和重度分别为（19）、（6）、（9），发生率分

别是（7.91%）、（2.50%）、（3.75%），总发生

率为（14.17）。患者中有 56 例发生贫血，总发生

率为（22.91%），其中轻度、中度和重度分别为

（9.58%）、（10.83%）、（2.50%）。 
2.3 无营养风险患者和有营养风险患者临床结

局的比较 
通过表 3 描述可知：有营养风险的患者其住院

时间、感染率、病情恶化率及病死率分别为（8.31
±4.26）、34.57%（37/107）、13.08%（14/107）、

0.93%（1/107）。无营养风险的患者其住院时间、

感染率、病情恶化率及病死率分别为（5.86±2.37）、
14.28%（19/133）、4.51%（6/107）、（0）。两者

数据比较存在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3 无营养风险患者和有营养风险患者临床结局的比较（n/%）（X±s） 

组别 例数 住院时间/d 感染率/% 病情恶化率/% 病死率/% 

有营养风险 107 8.31±4.26 37（34.57%） 14（13.08%） 1（0.93%） 

无营养风险 133 5.86±2.37 19（14.28%） 6（4.51%） 0 

P 值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临床中认为消化和营养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

就消化系统而言，其是食物摄取的主要途径之一，

同时其还能够对食物进行转运、消化、吸收、代谢

等，由此可见消化道具有重要的作用[5]。如果消化

系统出现问题或发生病变，那么系统中的相关结构

就会遭到损害，从而导致人们在饮食后，食物的消

化和吸收都会发生问题，使消化道营养吸收功能缺

失，从而使患者出现营养不足或缺乏的现象。另外，

患者一旦发生营养不良的情况，其消化系统中的多

种功能就会发生改变，尤其是组织学及功能，两者

同样存在密切联系且互相影响[6]。本次研究表明，

患者中共有 107 例患者存在营养风险，其发生率为

（ 44.58%）； 37 例患者营养不足，发生率为

（15.41%）；56 例子患者超重，超重率为（23.33%）。

所有患者中发生营养风险的男性患者高于女性患

者，同时男性发生营养不足的数量低于女性，但是

男女之间发生营养风险、营养不足的发生率无较大

的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24-70
岁之间的患者发生营养风险及营养不足的发生率分

别为（37.19%）、（14.49%）；70 岁以上患者发生

营养风险及营养不足的发生率分别为（84.84%）、

（21.21%）；两者之间数据比较存在明显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 
除此之外，有营养风险的患者其住院时间、感

染率、病情恶化率及病死率分别为（8.31±4.26）、

34.57%（37/107）、13.08%（14/107）、0.93%（1/107）。
无营养风险的患者其住院时间、感染率、病情恶化

率及病死率分别为（5.86±2.37）、14.28%（19/133）、
4.51%（6/107）、（0）。两者数据比较存在明显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由此可见，在消化内科住院患者的营养状况中

分析得知，营养不良、营养风险在消化内科住院患

者中具有较高的发生率，在临床结局的统计中有营

养风险的患者占据了较大比例，高于无营养风险患

者。需要医务人员在临床中提高重视，选择合理的

方法进行营养筛查，从而患者的营养风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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