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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溃疡护理中实施健康教育的价值及护理满意度分析 

聂雪雪 

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  贵州毕节 

【摘要】目的 探究分析胃溃疡护理中实施健康教育的价值及患者对于护理的满意度。方法 选取我院于

2018 年 3 月至 2019 年 6 月所收治的 60 例胃溃疡患者作为本次研究的样本对象，通过随机数表法的方式将其

划分为两组：观察组以及对照组，每组人数各 30 例。其中对照组患者应用普通常规的护理管理，而观察组

的患者则应用基于常规护理干预之上的健康教育护理。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预后生活质量情况以及对于护理

的满意度。结果 相较于对照组，观察组的预后生活质量改善状况明显更好，P＜0.05；且观察组对于护理的

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针对胃溃疡患者采用健康教育护理干预可以有效提升患者对于疾病

的相关知识掌握程度并使得患者更加重视、配合治疗，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也使得患者的满意度得到有效

提升，临床上具有优秀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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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in gastric ulcer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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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value of health education in gastric ulcer nursing and 
patients'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gastric ulcer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8 to June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sample objects of this study, an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management,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health education nursing based on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prognosis, 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quality of lif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P<0.05;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for patients with gastric ulcer, health education and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atients' mastery of disease-related knowledge, make the patients pay more attention to and cooperate with the 
treatment,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nd also make the patients' satisfaction effectively improved, 
which has excellent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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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溃疡是一种典型的消化系统病症，是在临床

上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疾病发作时的主要症状是

上腹部的疼痛以及胃部的反酸等症状；此病症的病

程比较长，经常反复发作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痛苦，

对于患者的生活质量也有着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因此对于此病症必须要引起重视并及时给与相应的

治疗[1]。在进行治疗的过程中，病患所获得的护理

质量十分重要，护理的质量对于患者的治疗效果起

着直接影响。相比于普通护理，提高患者对疾病的

认知水平以及重视程度的健康教育具有优秀的价

值。本次研究选取了我院收治的 60 例胃溃疡患者作

为样本对象，通过随机分组的方式给予两组患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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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护理干预以探究分析胃溃疡护理中实施健康教

育的价值及患者对于护理的满意度，现作出报告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于 2018 年 3 月至 2019 年 6 月所收治

的 60 例胃溃疡患者作为本次研究的样本对象，通过

随机数表法的方式将其划分为两组：观察组以及对

照组，每组人数各 30 例。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病

例各 30 例。对照组的男性病例为 16 例，女性病例

为 14 例，年龄为 22~73 岁，平均年龄为（43.25±1.33）
岁；观察组的男性病例为 18 例，女性病例为 12 例，

年龄为 23~74 岁，平均年龄为（43.85±2.64）岁。本

次的调查研究，通过了医院相关负责人以及委员会

的统一和批准，入选的患者及其家属都知情并且签

署了知情书，属于自愿参与；本次研究报告将妊娠

期的女性、对相关药物或者医疗行为过敏或有不良

反应的患者、患有严重的高血压或糖尿病合并症患

者以及有重度精神疾病以至于不能正常沟通交流的

患者进行了排除。两组患者的年龄等基线资料对比

结果差异不明显（P＞0.05）,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应用普通常规的护理管理，而观察

组的患者则应用基于常规护理干预之上的健康教育

护理：（1）健康教育。有关的护理工作人员要给患

者详细解释有关胃溃疡方面的知识以及科普。其中

包含胃溃疡病因、发病机制、医疗方法以及医疗过

程中的病患注意事项等。要及时解答病患及其家人

的疑问，告知患者日常饮食以及各种细则对于治疗

胃溃疡效果的影响，提高患者的重视程度以及病患

的依从性和配合性。（2）关注病患的心理状态。由

于胃溃疡的病程比较长，以此病患所遭受的痛苦也

相对很大，心理的情绪难免存在负面消极。护理人

员要从实际出发，根据病患当前的实际心理情况进

行心理咨询、疏导，帮助患者树立治疗疾病的信心

和恢复乐观向上的态度。（3）预防护理患者的不良

反应。在治疗过程中，相关护理人员要对于病患的

用药治疗期间所产生的各种不良反应密切关注。要

切合实际情况依从病患的病史和实际身体状况掌握

病患呕吐头昏等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并且对其要有

预防措施。当各种不良反应出现在患者身上时，一

定及时通知相关医生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4）病

患的用药护理以及日常生活护理。有关护理人员要

叮嘱监督病患严格准时按照医嘱进行药物的使用，

细致记录病患的用药情况，保证患者按时按量地使

用药物；生活方面，护理人员要了解护理病患的生

活习惯并从饮食起居各方面帮助病患养成有利于治

疗病症的生活习惯，合理监督患者的日常生活行为，

促使患者养成健康良好的生活习惯。 
1.3 观察指标 
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预后生活质量情况以及对

于护理的满意度。通过满意度评定表对患者的满意

度进行评定，根据患者的反映情况可分为非常满意、

满意以及不满意三个分级。患者的满意率=（非常满

意患者数+满意患者数）/患者总数*100%；对患者进

行生活质量的评估，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患者的

心理功能、生理功能、社会功能以及物质生活等方

面的情况进行调查评估；调查问卷的满分分值为 100
分，患者的评分越高则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在此次研究报告所得出的数据，如患者的基线

资料对比等，均是通过 SPSS22.0 软件进行统计学计

算和验证。其中以（%）表示计数资料并经由（χ2）

验证 ；以( x ±s)表示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并经由

（T）检验。当对比的差异的 P 值低于 0.05 时则表

示两组的对比是具有统计学意义的。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预后生活质量情况对比 
由表 1 可见，相较于对照组，观察组的预后生

活质量改善状况明显更好，P＜0.05。 
表 1 两组患者的预后生活质量情况对比[( x ±s)分] 

组别 例数 物质生活 生理功能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总分 

对照组 30 48.3±8.8 48.6±8.3 60.4±11.7 61.6±9.3 58.7±6.3 

观察组 30 50.2±8.5 60.9±8.1 75.3±10.5 76.9±9.5 68.3±8.5 

t - 0.89 5.78 5.19 6.32 4.97 

P - 0.38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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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患者对于护理的满意度对比 
由表 2 可知，观察组对于护理的满意度显著高

于对照组，P＜0.05。 
表 2 两组患者对于护理的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对照组 30 15 6 9 21（70.00%） 

观察组 30 24 4 2 28（93.33%） 

χ2 - - - - 5.45 

P - - - - 0.02 

3 讨论 
作为一种十分常见的消化内科疾病，胃溃疡的

发病原因和很多种因素相关联，需要得到及时合理

的治疗。如果该病症没有得到及时合理的治疗会使

得病症的进一步加重，导致各种并发症的出现，比

如胃出血、胃癌以及对患者造成极大的生命威胁[2]。

在治疗过程中，医护人员要了解掌握患者的病情以

及各种资料从实际出发，切合患者自身的实际情况

对症下药进行相对应的治疗，并把有效的护理措施

作为辅助，进一步提升治疗的实际效果和成效。健

康教育可以提高患者的依从性以及对胃溃疡疾病的

相关知识的熟悉程度，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打消患者

的疑虑减少患者的不良情绪并改善患者的预后[3]。

根据本次的研究报告可知，相较于只接受了常规护

理干预的对照组患者而言，接受了健康教育护理干

预的观察组患者的预后生活质量改善状况明显更

好，组间对比的差异具备统计学上的意义（P＜
0.05）；且接受了健康教育护理干预的观察组患者

对于护理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只接受了普通护理管理

的对照组患者，组间对比的差异具备统计学上的意

义（P＜0.05）。 
综上，针对胃溃疡患者采用健康教育护理干预

可以有效提升患者对于疾病的相关知识掌握程度并

使得患者更加重视、配合治疗，改善了患者的生活

质量也使得患者的满意度得到有效提升，临床上具

有优秀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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