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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干预对消化性溃疡患者
幽门螺旋杆菌根除率与生活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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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护理干预对消化道溃疡患者幽门螺旋杆菌根除率与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择我院

消化内科于2013年1月至2014年1月期间收治的50例消化性溃疡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单双号随机分配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各25例。所有患者均给予根除HP三联疗法治疗，对照组施行常规护理，观察组施行综合护理干预。

比较两组患者的幽门螺杆菌根除率、生存质量评分以及治疗有效率。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幽门螺杆菌根除率为

92.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80.0%，生活质量评分为(578.5±92.6)分，也明显高于对照组的(521.7±84.3)分，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92.0% (23/25)，高于对照组的 76.0% (19/25)，差异具有显著统

计学意义(P<0.01)。结论 综合护理干预方法可提高消化性溃疡患者的幽门螺旋杆菌根除率和生活质量，同时可

明显提高患者的临床疗效，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辅助措施，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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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性溃疡是消化系统常见疾病，主要发生在胃

及十二指肠部位，该病的发病机制复杂，近来年大量

研究发现，胃酸腐蚀作用、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胃黏膜

保护屏障受损等因素与该病发生存在密切联系，同时

研究显示遗传因素、药物作用及环境等因素均与该病

发生有关[1]，是引发机体出现消化系统疾病的主要原

因之一[2]，幽门螺旋杆菌是一种常见的胃部黏膜感染

病原菌，机体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后，如果未得到及时

有效的清除，极易引发溃疡以及胃癌等疾病。临床研

究显示消化性溃疡的出现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有着

密切联系[3]，同时华萍等[4]报道显示，幽门螺旋杆菌感

染在十二指肠溃疡中的检出率超过 90%。因此有效

根除幽门螺旋杆菌在治疗中非常重要，目前临床治疗

主要以根除HP三联疗法为主，但患者后期容易出现

复发。大量临床研究表明有效的护理干预对消化性

溃疡的效果显著，本文旨在探讨护理干预对消化性溃

疡患者幽门螺旋杆菌根除率与生活质量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消化内科于 2013 年 1

月至 2014年 1月期间收治的 50例消化性溃疡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为自愿参与此次研究并签订

同意书。其中男性26例，女性24例；年龄31~57岁，平

均(42.5±2.9)岁；胃溃疡19例，十二指肠溃疡31例。将

以上患者按照单双号随机分配的方法分为观察组和

对照组，每组25例，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资料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采用常规治疗方法进

行治疗，根除 HP 三联疗法方案：奥美拉唑肠溶片

20 mg/bid+左氧氟沙星分散片 0.2 g/bid+克拉霉素缓

释片 0.5 g/bid，疗程 7 d。在此基础上，对照组施行常

规护理，观察组施行综合护理干预，主要包括：(1)健康

宣教：对消化性溃疡的发病原因以及相关注意事项予

以充分讲解，让患者对该病有基本的认识；(2)饮食护

理：消化性溃疡患者一般都会伴随出现疼痛问题，因

此会对其食欲产生一定影响，护理过程中应该充分了

解患者的口味以及喜好，以此对患者的饮食进行指

导，具体应该遵循少食多餐原则，以流质食物为主，多

摄取维生素来增强患者的体质，加速溃疡面的更快愈

合，叮嘱患者睡前不宜进食，并且烟酒、辛辣以及油腻

食物应该禁止；(3)用药护理：药物治疗过程中详细了

解患者的过敏史，严格遵守服药时间，随时了解患者

用药后的反应。

1.3 观察指标与评价方法 比较两组患者的幽

门螺旋杆菌根除情况以及治疗前后的生活质量评

分。幽门螺旋杆菌根除率通过用药4周后对患者胃部

黏膜进行幽门螺旋杆菌检查，采用非侵入性 13C 或 14C-

尿素呼气试验进行测定。生活质量评分则采用洛丁

汉健康调查问卷(NHP)进行评定[5]，主要对患者精力、

睡眠质量、社会活动及躯体功能等四个方面进行评

定，分数越高表示患者生活质量越高。

1.4 疗效判定 参考相关文献关于消化性溃疡

疗效标准[6]判定疗效。显效：患者临床症状消失、镜像

检查结果显示溃疡面开始愈合；有效：患者临床症状

得到有效控制、镜像检查结果显示溃疡面已经有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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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无效：患者临床症状以及溃疡面均未发生明显

变化。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

以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幽门螺杆菌根除率与生存质量评

分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幽门螺杆菌根除率为 92.0%，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8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2=

9.552，P<0.05)；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为(578.5±

92.6)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521.7±84.3)分，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t=11.064，P<0.05)。

2.2 两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

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92.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6.0%，

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χ2=7.504，P<0.01)，见表1。

3 讨 论

Hp在慢性胃炎和消化性溃疡的发病过程中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原因是由于Hp可导致胃黏膜保

护屏障受到破坏，进而使胃酸侵袭深部组织，引起深

部组织损伤从而发生溃疡。临床中患者Hp未得到及

时有效根除，后期可能会引起疾病久治不愈、反复发

作等症状[7]。因此临床上治疗消化性溃疡过程中，不

仅需要进行抑制胃酸治疗，同时有效根除Hp非常重

要。目前临床治疗主要以抗菌药物治疗为主[8]，但由

于近年来抗菌药物在临床大量使用，导致耐药菌株的

出现，极大增加该疾病治疗难度，同时反复发作及治

疗不仅加重患者家庭负担，同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

质量[9]。因此寻求一种高效、合理、有效的治疗方案成

为当前医务人员关注的热点。

幽门螺旋杆菌作为一种常见的胃部黏膜感染病

原菌，大量临床研究发现，幽门螺旋杆菌与人类胃癌

发生存在密切联系，严重危害人类的健康[10]。同时在

消化性溃疡患者中，幽门螺旋杆菌是引起患者临床发

病的主要原因，因此临床治疗消化性溃疡患者时，有

效的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是临床治疗的关键，大量文献

报道根除幽门螺旋杆菌不仅可有效促进患者溃疡面

的愈合，提高患者治疗疗效，同时可有效降低疾病复

发率[11]。目前治疗消化性溃疡主要以根除HP三联疗

法为主，同时在临床中取得了不错疗效，但由于患者

长期经受消化系统反应影响，生活质量及营养摄入受

到极大影响，单纯的药物治疗已很难满足临床需求，

常需护理干预辅助治疗，临床研究显示，良好的护理

可明显提高疾病治疗疗效，有效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综合护理是一种通过饮食护理、心理护理、健康知识

讲解及用药指导等综合护理方案，综合护理实施可使

患者获得了更加细致的照顾，更加有效地根除幽门螺

旋杆菌在患者体内的存在，尤其是药物护理的实施让

患者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情况得到控制。另外在饮

食护理以及健康宣教护理措施的影响下，患者的临床

症状得到了更好与更快缓解，生活质量评分因此得以

提高，而幽门螺旋杆菌的根除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治疗有效率。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幽门螺

杆菌根除率和生活质量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治疗

总有效率也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或0.01)。

综上所述，综合护理干预的实施与常规护理相比

幽门螺旋杆菌根除率明显提高，患者的感染情况得到

控制之后相应的临床症状就会更快消失，生存质量评

分获得明显提高。此外，治疗有效率也更高，效果非

常显著，提示综合护理干预方法可以在消化性疡患者

的临床治疗中发挥确切作用，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辅助

措施，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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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的比较[例(% )]
组别

观察组(n=25)

对照组(n=25)

显效

13 (52.0)

7 (28.0)

有效

10 (40.0)

12 (48.0)

无效

2 (8.0)

6 (24.0)

总有效率

23 (92.0)

19 (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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