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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溃疡护理中系统化护理应用对提高护理效果及满意度的应用 

凌 群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南通 

【摘要】目的 针对当前系统化护理用于胃溃疡患者深入分析，研究系统化护理于常规护理的优势之处。

方法 研究人员结合纳排标准，选择了我院 2021 年 2 月到 2022 年 2 月诊断并且治疗护理的胃溃疡患者为研

究对象，随机数字法将 80 例研究对象分两组。研究组（n=40 例）给予系统化护理；参照组（n=40 例）给

予常规胃溃疡护理。结果 参照组的护理质量评分效果低于研究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参照组的护理满意度低于研究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参照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高于研究

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系统化护理能够实现胃溃疡患者的护理目标，改善患者护

理质量评分，尽可能消除护理过程中出现不良反应，进一步提升患者护理满意度，保证其护理工作达到预

期，有一定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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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dvantages of the systematic nursing in the routine nursing for the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gastric ulcer patients. Methods The researchers selected the patients with gastric ulcers 
diagnosed and treated from February 2021 to February 2022 as the study subjects. The random number method 
divided the 80 study subjects into two groups.Study group (n=40 cases) gave systematic care; reference group 
(n=40 cases gave routine gastric ulcer care). Results The nursing quality score of the reference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reference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research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reference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Systematic nursing can achieve the nursing goals of gastric ulcer patients, improve the nursing quality 
score of patients, eliminate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nursing process as much as possible, further improve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and ensure that their nursing work meets expectations, which has certain promo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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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溃疡属于常见胃肠道疾病，其给患者带来莫

大痛苦。在疾病治疗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高质量

配套护理措施能够保证患者治疗效果，能够提高患

者护理满意度，纠正不良并发症[1]。为了优化胃溃

疡患者治疗护理结局，部分文献提出了系统化护理，

其针对胃溃疡患者，改善胃肠道功能的稳定，实现

患者的镇痛[2]。现列举 2021 年 2 月到 2022 年 2 月

之间的 80 例胃溃疡患者进行分组讨论。具体报告如

下： 
1 资料及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结合纳排标准，选择我院 2021 年 2 月到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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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诊断并且治疗的 80 例胃溃疡患者为研究对

象，随机数字法将 80 例研究对象分两组。参照组患

者：年龄为 28-64 岁，平均年龄（45.45±3.66）岁；

男性 20 例，女性 20 例。研究组患者：年龄为 29-67
岁，平均年龄（45.32±3.74）岁；男性 21 例，女性

19 例。两组一般资料组间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1）常规胃溃疡护理 
参照组行常规胃溃疡护理，给予患者基础护理

方案。 
（2）系统化护理 
研究组行系统化护理，将护理工作划分为不同

方面，均开展有效护理措施。①饮食方面：控制患

者饮食中的刺激性食物，避免摄入辛辣刺激性或者

酸性的食物等。饮食问题中忌过热、生冷、辛辣的

食物，避免饮食中存在特别硬粗糙的食物。对于部

分膳食纤维，胃溃疡患者不能多吃，虽然可以降低

血脂、促进消化，但是其不可溶性纤维对胃刺激大，

不利于病情恢复。护理人员同时也要叮嘱患者的饮

食习惯，保证规范时间的饮食，控制每一餐的饭量

以及时间，保证规律饮食。②重视休息：每天保证

足够的睡眠休息时间，提高患者睡眠质量。③药物

护理：用药尽量选择对胃刺激小的，胃溃疡患者要

合并服用一些感冒药，非甾体抗炎药，可能会加重

溃疡的病情，所以其在药物使用过程中，护理人员

一定要与患者主治医生进行协商后给药。④病房护

理：保证病房内的舒适与整洁。⑤生活习惯护理：

医护人员引导患者戒烟、戒酒，忌焦虑。⑥心理护

理：部分患者胃溃疡出现严重出血情况，会导致其

出现负面情绪，医护人员要根据患者病情开展针对

性心理护理措施。言语以及态度中表示对于患者的

尊重以及理解，拉近与患者神之间的关系。 
1.3 指标判定 
（1）护理质量评分效果；（2）护理满意度；

（3）不良反应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SPSS23.0 为此次研究统计数据软件，使用 X2

检验 n（%）代表的计数资料，使用 t 检验（ sx ± ）

代表的计量资料。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胃溃疡患者的护理质量评分效果 

分析得到，研究组患者护理质量评分效果高于

参照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

体情况为：研究组患者专科护理质量（96.47±2.14）
（分），参照组（90.52±1.34）（分）；研究组患

者病房护理质量（95.11±3.81）（分），参照组（86.44
±4.67）（分）；研究组患者专科护理质量（95.85
±2.23）（分），参照组（86.72±3.55）（分）；

经过统计学分析得到结果为：（t=42.286、P=0.000）、
（t=48.937、P=0.000）、（t=51.920、P=0.000），

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对比两组胃溃疡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分析得到，研究组患者护理满意度高于参照组，

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情况为：

参照组非常满意有 20（50.00%）例，满意为 3（7.
50%）例，一般为 5（12.50%）例，不满意为 12（3
0.00%）例，共总护理满意度为 28（70.00%）例；

研究组非常满意有 26（65.00%）例，满意为 7（17.
50%）例，一般为 3（7.50%）例，不满意为 4（8.0
0%）例，共总护理满意度为 36（90.00%）例，经过

统计学分析得到结果为：（X2=1.841，P=0.175；X2

=1.829，P=0.176；X2=0.556，P=0.456；X2=5.000，
P=0.025；X2=5.000，P=0.025），组间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2.3 对比两组胃溃疡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情

况 
分析得到，研究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情况低

于参照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具体情况为：研究组呕血有 0（0.00%）例，便血有

1（2.50%）例，不同程度贫血有 1（2.50%）例，出

血性休克有 0（0.00%）例，共总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2（5.00%）例；参照组呕血有 2（5.00%）例，便血

有 2（5.00%）例，不同程度贫血有 3（7.50%）例，

出血性休克有 1（2.50%）例，共总不良反应发生率

为 8（20.00%）例，经过统计学分析得到结果为：

（X2=2.051，P=0.152；X2=0.346，P=0.556；X2=1.0
53，P=0.305；X2=1.013，P=0.314；X2=4.114，P=0.
043），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胃溃疡为上腹部的疼痛，表现为烧心、反酸、

胀气以及黑便，疼痛多发生在进食的半小时到一小

时[3]。针对于胃溃疡患者来说常规护理主要围绕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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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表现开展针对性护理，主要是为了控制患者症状

带来的不适感，进一步提高患者舒适度，缺乏一定

预见性[4]。系统化护理是在临床上围绕大量患者设

计的护理措施，全面系统且科学，有着一定的推广

价值，医护人员根据系统化护理内容，能够预见性

推测患者可能存在护理风险，及时采取干预措施，

纠正其护理不足之处[5]。同时系统性护理可以根据

患者当前不同症状，进一步优化以及调整其当前的

护理内容，实现护理工作的个性化。系统化护理相

对于常规护理，更为全面、系统，能够满足患者多

方面、多角度以及多时段的不同护理需求[6]。宋鹤 [7]

观察系统化护理在消化内科胃溃疡护理中的应用效

果，进一步论证了当前在消化内科胃溃疡患者中实

施系统化护理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负面情绪，提升

患者的依从性，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护理满意度

也得到了提高,值得在临床推广。 
对比两组胃溃疡患者护理情况，研究组患者的

护理质量评分效果高于参照组，研究组患者的护理

满意度明显高于参照组，研究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

生率低于参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系统化护理在临床上可以为胃溃疡

患者争取到最佳的护理效果，保证患者疾病的良好

干预，实现疾病症状的明显缓解，确保患者护理质

量评分效果，纠正其护理满意度，确保不良反应发

生率的抑制，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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