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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护理使用生理盐水与牙龈炎冲洗剂的效果探讨 

张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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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析使用生理盐水和牙龈炎冲洗剂进行口腔护理的临床效果。方法 本研究开始时间为

2019 年 9 月，研究结束时间为 2020 年 9 月，再此过程中选择在我院接受治疗的患者共计 84 例作为主要分

析对象，研究期间为了分析生理盐水与牙龈炎冲洗剂在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本研究采用对比的方法，故将

所有患者分为两组，分别命名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依据随机数字表法每组分得 42 例患者，其中对照组患

者的口腔护理中使用生理盐水，观察组的口腔护理周使用牙龈炎冲洗剂量完成，两组使用不同护理方法后，

对其临床状况进行观察和分析，并记录护理期间的相关数据，主要包括：口臭发生率、牙龈炎发生率、口

腔溃疡发生率等数据，同时将记录后的数据进行比较。结果 对照组患者护理后口臭、牙龈炎、口腔溃疡

的发生率分别为（19.05%）、（14.29%）、（2.38%）相对于观察组发生率（4.76%）、（2.38%）、（0.0%）

较高，相比之下存在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口腔护理的过程中牙龈炎冲洗剂的应

用效果明显高于生理盐水，效果显著，有利于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对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有着积极作用，

临床中值得大力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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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using normal saline and gingivitis rinses for oral 
care. Methods: The study started in September 2019, and the study ended in September 2020. In this process, a 
total of 84 patients who received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main analysis objects.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in order to analyze normal saline and gingivitis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douche in nursing care. This 
study adopts the method of comparison. Therefore, all patients a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named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42 patients in each 
group are obtained, of which the control group Normal saline was used in the oral care of patients, and the oral care 
week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completed with gingivitis flushing dosage. After the two groups used different 
care methods, their clinical conditions were observed and analyzed, and relevant data during the nursing period 
were recorded, including: Data on the incidence of bad breath, gingivitis, and oral ulcers, and compare the recorded 
data. Results: The incidences of halitosis, gingivitis, and oral ulcers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nursing were 
(19.05%), (14.29%), (2.38%) compared 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4.76%), (2.38%), ( 0.0%) is higher, compared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In the process of oral ca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gingivitis irrigant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normal saline. The effect is significant, 
which is beneficial to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It is worthy of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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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人体健康中，口腔健康十分重要。一旦出现

口腔健康问题，患者将会承受较大的痛苦，所以，

人们要在日常生活中要加强对口腔卫生的重视[1]。

在临床中住院患者的口腔护理十分重要，如果护理

不完善就会使患者出现口腔感染的情况，不利于其

生活质量的提高[2]。因此临床中要采用合理的方法

进行口腔护理，本研究选择部分患者进行分析，使

用不同护理方法分组对比，以此探析使用生理盐水

和牙龈炎冲洗剂进行口腔护理的临床效果，报道内

容用以下方法。 
1 资料与方法 
1.2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取 2019 年 9 月－2020 年 9 月在我院

接受治疗的患者 84 例进行分析，将患者分为两组，

各组 42 例。所有患者的年龄范围处于 22-80 岁，中

位年龄为（51.28±7.63）岁，资料可用于比较。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的口腔护理中使用生理盐水冲洗的

方法。在对患者进行护理前，护理人员要对患者及

家属进行全面的健康宣教，让其充分地认识到保持

口腔卫生和进行口腔护理的重要性，以此提高患者

及家属的重视，能够积极的配合口腔护理[3]。在实

际护理期间，护理人员要指导患者调整体位，以坐

位或半卧位为组，并将患者头部偏向一侧，同时在

护理操作前，要指导患者用力咳痰，若患者咳痰困

难，护理人员要进行吸痰处理，保证将痰液吸取干

净，之后，引导患者将口腔用力打开，使用提前准

备好的生理盐水输液管，在此过程中要合理地控制

冲洗剂量以及冲洗力度，为了避免不良情况的发生，

在冲洗的过程中要将冲洗后的秽物排出，此时使用

吸痰管吸出。 
观察组患者在口腔护理的过程中使用牙龈炎冲

洗剂进行。护理前，护理人要将口腔护理的重要性、

护理方法以及注意事项详细地向患者和家属讲解，

并对患者的心理状况进行评估，以此为基础进行详

细的心理疏导，减少患者不良情绪的发生，同时给

予患者一定的鼓励，提高患者的信心和护理的配合

度。另外，指导患者行正确体位，以半卧位和仰卧

位为主，在口腔护理的过程中，还要将患者的头部

偏向一侧[4]。护理前要将患者的痰液处理干净，后

指导患者打开口腔，使用准备好的牙龈炎冲洗剂冲

洗管对口腔内进行冲洗，并及时将冲洗后的秽物排

出，以免出现呛咳的现象。 
所有的患者在进行口腔冲洗时，早晚各冲洗 1

次，最佳时间为餐后半小时。 
1.3 观察指标 
统计两组患者护理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并发症

主要包括：口臭、牙龈炎、口腔溃疡，记录每个并

发症发生例数和所占比例，通过发生例数÷总人数=
发生率的计算方法获得并发症发生率，将计算后的

数据进行比较。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处理是研究过程中重要的环节，为了明确

数据内容，将本研究中的相关数据分为计量和计数

数据，并纳入计算机软件 SPSS 22.0 中，以此完成

相关内容的分析。其中计量资料的表达和检验分别

使用均数±标准差表达、t 检验。而计数资料的表达

和检验分别使用 n（%）表达、X2 检验。数据比较

存在差异说明有统计学意义，用（P＜0.05）表达。 
2 结果 
观察组患者使用牙龈炎冲洗剂进行口腔护理

后，口臭、牙龈炎、口腔溃疡的发生例数分别为 2
例、1 例、0 例，所占比例分别为（4.76%）、（2.38%）、

（0.0%），并发症总发生例数为 3 例，总发生率为

（7.14%）。对照组患者使用生理盐水进行口腔护理

后口臭、牙龈炎、口腔溃疡的发生例数分别为 8 例、

6 例、1 例，所占比例分别为（19.05%）、（14.29%）、

（2.38%），并发症总发生例数为 3 例，总发生率为

（35.71%）。相比之下后者高于前者，有明显的差

异和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接受口腔护理后并发症发生情况（n/%），（x±s） 

组别 例数 口臭 牙龈炎 口腔溃疡 并发症发生率 
观察组 42 8（19.05%） 6（14.29%） 1（2.38%） 15（35.71%） 
对照组 42 2（4.76%） 1（2.38%） 0（0.0） 3（7.14%） 

X2     22.596 
P 值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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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在住院患者中，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就是口腔感

染，这种情况的发生，与患者对口腔护理缺乏重视、

护理方法不正确、护理方法缺乏效果等情况有关[5]。

另外，住院患者本身就患有疾病，受自身疾病的影

响，其生理压力和心理压力较大，且身体素质比正

常人弱，在治疗的过程中住院患者的抵抗力也会随

之下降，有些病情严重的患者，无法正常呼吸和进

食，临床中需要接受器官插管和鼻饲的方法维持患

者的生命，此类患者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其口腔黏

膜会受到严重的影响，甚至出现损伤，这种情况下，

患者出现口腔感染几率会大大增加。此外，临床中

为了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避免患者出现感染的情

况，常常规会大量使用抗生素，此时患者的菌群会

出现失调的情况，会影响机体的防御功能，出现逐

渐降低的情况，同样会提高患者出现口腔感染的发

生率。临床中，患者一旦发生口腔感染，其病情会

进一步恶化，且越来越复杂，而且还会对患者的生

命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不利于其生存质量的提高
[6]。因此，临床中为了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需要

加强口腔护理工作的实施，只有这样才能够减少患

者并发症的发生率。就口腔护理而言，以往常采用

常规护理方法，主要是将棉签浸泡清洗剂后对患者

的口腔组织（舌头、唇、牙齿等）进行擦洗，虽然

具有一定的护理效果，但是难以清洗干净牙齿缝隙，

这种情况下，患者出现口臭、牙龈炎等并发症的几

率就会增加。随着口腔护理方法研究的不断深入，

在实际护理中冲洗护理的方法应用逐渐广泛，这种

方法能够有效的清理口腔内残留物，且能够冲洗干

净口腔内部，同时这种护理方法还能够促进患者口

腔舒适度的提高，避免了细菌的滋生，对口腔感染

的预防有着积极作用。本研究中对观察组患者口腔

护理时，使用牙龈冲洗剂的方法进行护理，其效果

较为显著，这主要是牙龈冲洗剂中含有多种药物成

分，如茶多酚、甘草酸，这些药物具有消炎、杀菌

的作用，同时对口腔内酸碱度的平衡有着良好的控

制作用，与使用生理盐水进行口腔护理的对照组相

比，并发症发生率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综上所述，在患者口腔护理的过程中使用牙龈

冲洗剂，能够促进口腔护理效果的提升，同时还能

够避免并发症的发生，既提高了护理效果，有提升

了患者的生存质量，临床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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