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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护理联合康复新液湿敷治疗压疮患者的疗效观察 

江燕萍，江晓琼，贺远霞 

惠州市中医医院  广东惠州 

【摘要】 目的 探究压疮治疗在饮食护理联合康复新液湿敷治疗的疗效。方法 此次研究对象共 60 例，选取

本院 2021 年 7 月至 2022 年 3 月期间住院Ⅱ期以上压疮患者，用数字法随机分为对照组、实验组。对照组进行康

复新液湿敷治疗，实验组联合饮食护理，对比疗效差异。结果 实验组中有 96.67%的患者治疗有效，对照组只有

80.00%的患者治疗有效（P＜0.05）。实验组患者治疗 5 天、10 天的压疮症状积分远低于对照组（P＜0.05）。结

论 压疮患者在康复新液湿敷治疗的基础上进行饮食护理，对减轻症状、促进压疮创面愈合有较大作用，值得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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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the curative effect of diet nursing combined with kangfuxin liquid  

wet compress on patients with pressure s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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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ressure sore treatment in diet nursing combined with kangfuxin 
liquid wet compress treatment. Methods: a total of 60 patients with pressure ulcers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from 
July 2021 to March 2022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by numerical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kangfuxin liquid wet compress,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combined with diet 
nursing. Results: 96.67% of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effectively treated, while only 80.00% of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effectively treated (P < 0.05). The scores of pressure ulcer symptom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t 5 and 10 days after treatment (P < 0.05). Conclusion: The diet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pressure ulcers on the basis of kangfuxin liquid wet compress has a great effect on reducing 
symptoms and promoting the healing of pressure ulcers, which is worth popular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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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疮是老年患者、各种消耗性疾病患者、体质虚

弱患者、慢性神经系统疾病患者、脊髓损伤患者、长

期卧床患者最为多见的一种并发症[1]。在临床中传统的

治疗方式，对预防压疮和改善较浅的溃疡有着良好效

果，但是对于Ⅱ期以上压疮患者效果不理想。康复新

液湿敷是近些年来表现良好的新型疗法，对中重度压

疮患者也能达到良好效果，不过很多压疮患者存在营

养摄入不足或营养不良情况，如果不能改善营养状况，

病情还会反复难愈，因此加强饮食护理对提高愈合率

有着重要意义。本院为了验证康复新液湿敷和饮食护

理联合应用的具体疗效进行对比研究，详情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本院收治的压疮患者中选出 60例作为本次研究

对象，筛选来源 2021 年 7 月至 2022 年 3 月，以数字

法为标准进行分组，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本次研

究已经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实验组年龄 49-92
（76.3±1.7）岁，男女比例 17:13；对照组患者年龄

53-94（78.79±2.13）岁，男女比例 16:14。上述各组

患者的基础数据无差异（P＞0.05），能对比。 
1.2 方法 
（1）对照组患者实施康复新液湿敷治疗，彻底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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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消毒后，将纱布浸入康复新液中，再紧贴在创面

上，上方覆盖无菌干纱布，固定包扎。换药频率为根

据压疮创面渗液情况每天 2-3 次，确保创面持续保持

湿润，一个疗程 7 天，对比患者治疗后压疮愈合情况。 
（2）实验组患者在康复新液湿敷的基础上，再进

行饮食护理，①饮食方案：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制定科

学的饮食方案，患者每天进食 3-5 餐，每天总碳水化

合物摄入量为 350-500g、氨基酸摄入量为 0.8-1.2g/kg、
蛋白质摄入量为 1.2-1.5g/kg。②推荐食物：多摄入高

蛋白食物，比如：奶类、蛋类、豆类、肉、鱼等，对

改善皮肤韧性有着较大帮助。多进食瘦肉、蛋黄、动

物肝脏等富含维生素 A、B 的生物，以及橘子、柳橙

等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均有助于维持黏膜和皮肤健

康，促进表皮组织修复，加速创面愈合。多进食鸡蛋、

猪脑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DHA 的食物，以及红花、

薏米等能活血、清热、解毒的食物，有助于营养皮肤

的神经功能，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在消炎、排脓作用

的基础上，还能加速创面组织修复。 
1.3 观察指标 
（1）疗效评定：①创面大小无变化，无新鲜肉芽

组织，或是创面扩大，则为无效；②创面分泌物减少，

面积缩小 30-50%，长出部分肉芽组织，则为有效；③

创面分泌物明显减少，面积缩小超过 50%，创面 70%
以上有新生肉芽组织覆盖，则为显效；④创面干爽，

结痂或脱落，完全覆盖新生肉芽组织，则为痊愈。 
（2）症状评分：使用创面临床症状积分量化评价

表对患者治疗前以及治疗后 5 天、10 天的症状严重程

度做评分，分值在 1-6 分之间，得分越低症状越轻。 
1.4 统计学分析 
用 SPSS22.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计数资料和计量

资料用ꭓ²和 t 检验，用（n,%）和（x�±s）表示，检验

值有差异时 P＜0.05，统计学意义成立。 
2 结果 
2.1 对比各组患者临床疗效 
实验组治疗有效者占比高于对照组（P＜0.05）。

见表 1 
2.2 对比各组患者治疗前后压疮症状积分 
治疗前的压疮症状积分，两组患者之间无差异（P

＞0.05）。治疗 5 天、10 天实验组患者的压疮症状积

分显著低于对照组，统计学意义成立（P＜0.05）。见

表 2 

表 1 对比各组患者临床疗效（n，%） 

分组 例数 无效 有效 显效 痊愈 总有效率 

实验组 30 1（3.33） 3（10.00） 8（26.67） 18（60.00） 29（96.67） 

对照组 30 6（20.00） 4（13.33） 9（30.00） 11（36.67） 24（80.00） 

ꭓ²      4.043 

P      0.044 

表 2 对比各组患者治疗前后压疮症状积分（ x s± ，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 5 天 治疗 10 天 

实验组 30 3.94±1.85 1.71±0.82 0.64±0.23 

对照组 30 3.76±1.73 2.11±1.04 1.92±0.59 

t  0.389 1.654 11.071 

P  0.699 0.104 0.000 
 

3 讨论 
压疮是一种在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下所产生的复

合性溃疡，局部组织因为长时间受压而缺血，让皮肤

的抵抗力降低，受到剪切力和摩擦力后就容易破损，

提高细菌感染风险，一旦感染将迁延难愈[2]。 
康复新液湿敷是治疗Ⅱ期以上压疮患者不错的治

疗措施，该药物提取自美州大蠊干燥虫，是有着养阴

生肌、散淤活血作用的温性药物，常被应用到淤血阻

滞所致的压疮治疗中[3]。该药对合成 RNA 和蛋白质可

起到抑制作用，减轻炎症反应，还有助于调节局部血

液循环，让局部皮肤有充足的养分，减少渗出，加速

新生肉芽组织生长，促使创面愈合[4]。压疮患者用该药

进行湿敷治疗，不仅渗透力强，对皮肤的刺激性也小。 
由于压疮的产生，与营养不良有着很多关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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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创面愈合的主要影响因素，患者在治疗的基础上，

需要进行饮食调节，改善营养状况，才能加速创面愈

合。比如，摄入充足的热量，机体能贮存更多的蛋白

质和脂肪，增强身体机能；由于压疮创面会流出大量

蛋白质，所以还需要积极补充蛋白质，增强皮肤抵抗

力；补充各种维生素，也有助于皮肤组织再生[5]。在本

次研究中，实验组患者康复新液湿敷的同时进行饮食

护理，结果显示：有 96.67%的治疗有效率，远高于对

照组的 80.00%（P＜0.05）；治疗 5 天、10 天后患者

的压疮症状评分远低于对照组（P＜0.05）。说明，饮

食护理的联合应用，能更好的帮助患者减轻症状。 
综上所述，压疮患者在康复新液湿敷治疗的基础

上进行饮食护理，对减轻症状、加速康复、减少治疗

费用均有着较大作用，具有较高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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