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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指导在泌尿外科护理中的应用 

吴赛琴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云南 昆明 

【摘要】目的：探究将饮食指导应用于泌尿外科护理工作中的临床效果。方法：本次对照实验中，于

我院泌尿外科选取 70 例存在泌尿外科类疾病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护理方式的不同将患者随机分配为

参照组和研究组，每组 35 例患者，并分别使用常规护理、饮食指导，对比两种不同护理方式下患者病症复

发率、知识掌握率及满意度。结果：在常规护理方式的基础上增加饮食指导的研究组，仅出现 1 例复发情

况，复发率（2.85%），而使用单纯常规护理的参照组，出现 9 例复发情况，复发率（25.71%），研究组复

发率明显低于参照组，数据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次，研究组患者饮食知识掌握率、护理

满意度均显著高于参照组，（P＜0.05）。结论：对泌尿外科疾病患者采用饮食指导可有效提高护理针对性，

对促进患者康复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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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 diet guidance in urological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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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applying dietary guidance to urological nursing work. 
Methods:In this controlled experiment, 70 patients with urological diseases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in the urolog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and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study group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with 35 patients in each group, and using routine nursing 
and dietary guidance, the patients' recurrence rates, knowledge mastery rates, and satisfaction rates were compared 
in two different care modes. Results:The dietary guidance study group was added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s, and only one case of recurrence occurred, with a recurrence rate (2.85%), while the reference 
group using only conventional care experienced 9 cases of recurrence, with the recurrence rate (25.71% ). The 
recurrence rate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ata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Secondly, the dietary knowledge grasping rat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study group than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 <0.05). Conclusion:The use 
of dietary guidance for patients with urological disease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argeted care and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promoting patients' rehab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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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泌尿外科疾病的发生率在逐年提升，

严重影响了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泌尿外科疾病种

类较多，其中结石最具代表性，在该病症的影响下，

患者会出现尿痛、血尿、尿路感染情况，甚至会影

响其整体泌尿系统[1]。据相关调查表明，导致患者

出现泌尿外科疾病的关键因素是饮食习惯不佳。存

在泌尿系统结石的患者，其尿液中的酸性较低，且

各种尿酸中钙、草酸会泄露，最终导致尿液异常，

极易形成晶体。同时，泌尿系统结石的形成是一个

长久的过程，前期患者仅会出现轻微不适症状，极

易被忽视，而随着结石的逐渐增大，患者不适感、

疼痛感会愈加强烈[2]。此外，存在泌尿外科类疾病

的患者由于自身不适感较为强烈，因此护理难度较

大，对于结石类病症，最快速的治疗方法便是腔镜

碎石术，但若患者在术后生活中依然未能够养成良

好的饮食习惯，那么此类病症的复发率也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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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必须要在护理过程中加强饮食指导，促使患

者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本文围绕对泌尿外科类疾

病患者实施饮食指导的临床效果进行了详细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参与本次对照实验的研究对象为我院泌尿外科

于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1 月收治，共 70 例，主

要患有输尿管结石、肾结石、膀胱结石等泌尿外科

类疾病，并已接受碎石术治疗。患者为自愿入组参

加实验，除本身病症外，无精神类病史、严重肝肾

功能不全或合并系统类疾病，符合入组标准，家属

已在知情同意书中签字。入组后，按照护理方式的

不同将患者随机分配为了参照组和研究组，每组 35
例患者。参照组中，男性患者 19 例，女性患者 16
例，最小年龄 27 岁，最大年龄 46 岁，平均年龄

（35.61±2.71）岁；研究组中，男女患者例数分别为

21 例、14 例，年龄介于 29~68 岁之间，平均年龄

（56.94±3.58）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间无较大差异，

具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 
将常规护理方式应用于参照组，护理人员需保

持严谨的工作态度及风险防范意识，密切关注患者

生命体征变化情况，并做好实时记录，同时还要加

强健康宣教、基础护理。 
研究组与之不同，需在常规护理方式的基础上

增加饮食指导。多数泌尿外科类疾病的患者均存在

着饮食习惯不佳的情况，通过饮食指导可有效改善

患者饮食习惯。第一，患者应改善饮食结构[3]。当

前时代背景下，群众的生活质量较之过去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这一点在饮食方面体现的尤为明显。

多数患者日常生后中饮食不健康，喜食甜品、油炸

类食物，此类垃圾食品细菌较多，极易影响身体健

康，对此应一改过往习惯，应以蛋白质、维生素、

纤维素、脂肪等多种营养的合理搭配为主。其中，

蛋白质的摄入量适中即可，不宜过多，否则可能会

出现尿酸增加、草酸钙排泄量提升的情况，进而提

升结石类疾病的发生率。对此，患者在日常生活中

应减少对虾米、西红柿、干果等富含草酸的食物摄

入量，并稳定嘌呤类食物的食用量，如动物内脏、

螃蟹、海鲜等，此外，每日三餐应严格按照科学时

间进行，无特殊情况下不宜采用不规律的进餐时间，

用餐时切忌暴饮暴食，细嚼慢咽、适量即可。第二，

健康教育。患者在日常生活中之所以存在着不健康

的饮食习惯，主要是对相关健康知识的认知较浅，

对此，应加强对患者的健康教育。在护理过程中，

护理人员应主动与患者加强交流，向患者讲解与自

身所患疾病有关的健康知识，并将该病症的致病因

素、发病机制告知患者，疏导其心理状态，加强鼓

励，促使患者可逐步树立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4]。

同时，将饮食健康教育贯穿到护理过程的始终，让

患者能够正确认识到过往饮食习惯中的不足，从意

识方面提高其重视度，使其可有意识的注重饮食。

第三，多饮水。泌尿外科类疾病患者除饮食习惯不

佳外，不喜饮水的情况也比较常见。要知道，多饮

水可增加尿液的产生量，并能够稀释尿液，在一定

程度上对降低结石发生率有重要作用。护理人员每

天均应监督患者饮水，告知患者饮水的重要性，使

患者在术后能够尽可能的降低病症复发率[5]。 
1.3 评价指标 
本次实验的观察指标以患者病症复发率、饮食

知识掌握率及患者满意度为准。 
1.4 统计学处理 
将 SPSS22.0 作为本次实验的统计学处理工具，

观察指标均以（%）表示，若数据间差异较大，可

使用（P＜0.05）表示。 
2 结果 
2.1 复发率对比 

表 1 复发率对比（%） 

组别 n 复发例数 复发率率 

研究组 35 1 2.85% 

参照组 35 1 25.71% 

P 值   ＜0.05 

研究组复发率明显低于参照组，数据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 
2.2 饮食知识掌握率 
研究组能够良好掌握饮食健康知识的患者 33

例，掌握率（94.28%），参照组 25 例患者可掌握饮

食健康知识掌握率（71.42%），研究组健康知识掌

握率明显高于参照组，数据间统计学意义明显，（P
＜0.05） 

2.3 满意度对比 
研究组十分满意患者 21 例，一般满意 13 例，

满意度（97.14%），参照组十分满意患者 14 例，一

般满意 14 例，不满意 7 例，满意度（80%），研究

组满意度明显高于参照组，（P＜0.05）。 
3 讨论 
泌尿外科类疾病是当前临床常见病症之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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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身体的影响较为严重，尤其是结石类病症，如

肾结石、膀胱结石、输尿管结石等，此类病症患者

会伴随有比较明显的血尿、尿痛情况[6]。饮食习惯

不佳是导致患者出现泌尿外科疾病的主要原因之

一。临床上对于结石类泌尿外科疾病多采取外科手

术治疗，但因术后护理工作不到位，患者依然有可

能出现病症复发情况，对其泌尿系统造成二次伤害。

本次对照实验中，将饮食指导应用到了研究组中，

据实际效果来看，患者的复发率、饮食知识掌握率

及满意度均显著优于使用常规护理方式的参照组。

该护理模式主要目的便是促使患者可以养成良好的

饮食习惯，据 2.2 来看，研究组饮食健康知识掌握率

高达（94.28%），而参照组仅为（71.42%），参照

组明显低于研究组，数据间差异明显，（P＜0.05）。

患者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不仅可预防泌尿外科类疾

病的复发，还可预防其它类型疾病，并提升自身免

疫力、提高生活质量。 
通过本次对照实验可以看出，饮食指导在泌尿

外科类疾病护理工作中的应用价值极高，对促进患

者快速恢复并进一步掌握健康知识有重要作用，可

加强临床推广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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