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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和健康教育对糖尿病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疗效

杨月兰 、 张海云 、 李晓英 、 王汝萍

【摘要】 目的　对糖尿病患者分别采用健康教育以及心理护理，观察比较两种处理方式对糖尿病

患者抑郁、焦虑情绪的疗效。方法　以本院 2015 年接收的 120 例糖尿病患者为对象，采用回顾分析

法，对全部糖尿病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分析，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将只   接受健康教育的 60 例糖

尿病患者分配到对照组，将接受心理护理合并健康教育的另外 60 例糖尿病患者分配到实验组，观察

并对比两组糖尿病患者护理前后的抑郁、焦虑评分情况。结果　经心理护理以及健康教育干预之后，

实验组糖尿病患者的焦虑评分以及抑郁评分情况要显著优于对照组，并且两组糖尿病患者的焦虑评

分以及抑郁评分差异（P< 0.05）。结论　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再对糖尿病患者采用健康教育合并

心理护理，能够更有效帮助糖尿病患者改善抑郁、焦虑情绪，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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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ical nursing and health education in diabetes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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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se in patients with diabetes health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nursing，observe its 

effect on diabetes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ymptoms. Methods　Our hospital in 2015，received 120 cases 

of diabetic patients，a retrospective analysis，analysis of all the medical records of patients with diabetes，on the ba-

sis of conventional treatment，will accept the health education of 60 patients with diabetes were assigned to the control 

group，will accept the psychological nursing and health education and 60 patients with diabetes were assigned 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observe and compare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diabetes care before and after the depression，

anxiety score. Results　After psychological nursing and health education intervention，the experimental group score 

of anxiety in the patients with diabetes and depression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control group，and scores 

of anxiety i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diabetes and depression score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treatment，and then USES the health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diabe-

tes，can effectively help diabetics improve the symptoms of depression，anxiety，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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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健康教育与心理护理对糖尿病患者抑

郁、焦虑症状的影响，笔者以本院 2015 年接收的

120 例糖尿病患者为对象开展如下研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的 120 名对象均为近年在本院就诊的

糖尿病患者，将全部患者划分成两个组别，对照组

和实验组各 60 例。对照组 60 例糖尿病患者中，男

性患者 28 例，女性患者 32 例，男女患者所占比例

分别为 46.67％和 53.33％；该组糖尿病患者的年龄

在 60 岁至 78 岁之间，平均（69±0.5）岁；最短病程

为 1 年，最长病程为 12 年，该组糖尿病患者的平均

病程为（6.5±0.5）年；小学文化水平 12 例，初中文

化水平 13 例，高中文化水平 20 例，大学文化水平

15 例。实验组 60 例糖尿病患者中，男性患者 29 例，

女性患者 31 例，男女患者所占比例分别为 48.33％

［作者工作单位］青海省中医院（西宁，811164）。

［第一作者简介］杨月兰（1975.07-），女，青海西宁人，本科，主管护师，研究方向：骨科护理。

［通讯作者］杨月兰（Email：yiran2651@sina.com）。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6 年第 43 卷第 6 期 - 1165 -

◎

护
理
探
讨◎

 N
ursing discussion

和 51.67％；该组糖尿病患者的年龄在 62 岁至 76 岁

之间，平均（69±0.3）岁；最短病程为半年，最长病

程为 12 年半，该组糖尿病患者的平均病程为（6±

1.0）年；小学文化水平 13 例，初中文化水平 12 例，

高中文化水平 21 例，大学文化水平 14 例。两组糖

尿病患者之间的性别差异、年龄差异、文化水平差

异以及病程差异（P>0.05），可比。

1.2　方法

对照组糖尿病患者只接受健康教育，实验组糖

尿病患者在接受健康教育的同时还接受心理护理，

详细内容如下：

健康教育：

①饮食健康教育：饮食健康对于糖尿病患者的

疾病控制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需要

对糖尿病患者进行饮食健康教育。医务人员需要将

每日摄入食物热量的计算方法教授给糖尿病患者及

其亲属，并且将定时、定量饮食的重要性告知患者

及其亲属，使糖尿病患者的饮食依从性得到提高［1］。

除此之外，医务人员还需要将糖尿病的饮食禁忌告

诉患者，譬如禁止食用糖果、甜品、碳酸饮料等等，

除此之外，还需叮嘱糖尿病患者不得过量摄入高淀

粉食物，譬如土豆；应适当食用一些绿叶蔬菜以及粗

纤维食物。医务人员还需将每日摄入的盐量、油量

告知患者及其亲属，饮食尽可能以谷类以及薯类为

主。与此同时，医务人员还需叮嘱糖尿病患者在控

制饮食的同时，还需要均衡营养，并且将膳食搭配

的知识教授给糖尿病患者及其亲属［2］。

③运动教育：运动能提高对高胰岛素的敏感性，

控制体重，增强心肺功能，促进血糖代谢，是血糖

维持在一定的稳定水平。由此可见，运动教育对于

糖尿病患者的疾病控制以及抑郁症状、焦虑症状的

消除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医务人原需要为

糖尿病患者制定一个长期、合理的运动计划［3］。与此

同时，鼓励糖尿病患者积极实施运动计划，坚持锻

炼身体。医务人员在为糖尿病患者制定科学合理的

运动计划时，需要以糖尿病患者的体力、实际病情、

性别、年龄以及运动爱好为依据，为糖尿病患者选

择最佳的运动方式。医务人员需要将运动锻炼的最

佳时间告诉患者，即饭后半小时或者 1 小时，这一时

间段进行运动能够有效避免糖尿病患者因消耗血糖

而发生低血糖。除此之外，医务人员还需要将运动

锻炼的一些注意事项告知患者及其亲属。一是，不

能在饭前以及注射胰岛素后进行运动锻炼；二是，如

果在运动锻炼的过程中出现头晕、呼吸费力以及面

色苍白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运动，在必要时需进

行对症处理；三是，如果是外出运动锻炼，需要随身

携带糖果，以防血糖消耗过多出现低血糖症状［4］。

④药物治疗教育：由于糖尿病属于不可治愈疾

病，因此，糖尿病患者需要长期接受药物治疗来实

现对糖尿病病情的控制。在这情况下，医务人员需

要将按时、按量使用药物治疗的重要性告知糖尿病

患者，使糖尿病患者对药物治疗的重要性有正确认

识，并且严格遵守医嘱用药，减少擅自停药、增减

用药剂量的现象发生。与此同时，医务人员还需将

药物治疗期间可能会出现的并发症及其防治方法告

知患者，加强糖尿病患者对药物治疗并发症的认识，

更有利于帮助糖尿病患者在面对糖尿病并发症的时

候，保持良好心态，不仅可以避免出现抑郁、焦虑

症状，还能够帮助糖尿病患者缓解焦虑、抑郁情

绪［5］。另外，医务人员还需叮嘱糖尿病患者，不能

长期以一个部位作为注射点，必须要经常更换注射

部位，并且在两天内不能使用同一个注射部位重复

注射。还需要注意注射药物前的皮肤消毒工作，避

免发生感染事件。

⑤血糖监测教育：血糖监测能够帮助糖尿病患

者更深入的了解和掌握自身病情，因此，血糖监测

教育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医

务人员需要将血糖监测的重要性、作用告知糖尿病

患者，并且将血糖测量的方法教授给糖尿病患者及

其亲属，叮嘱糖尿病患者每天定期测量血糖，并且

将血糖水平记录下来。如果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出现

明显改变，则应该及时回院复诊，找出血糖改变的

原因，以便更好地控制血糖。除此之外，血糖监测

还能够帮助糖尿病患者了解自身的病情，有利于患

者抑郁以及焦虑情绪的改善［6］。

心理护理内容如下：目前临床上还未发现根治

糖尿病的有效方法，因此，糖尿病患者需要终身接

受治疗，再加上并发症的出现，使得糖尿病患者对

临床治疗失去信心，从而产生抑郁、焦虑等症状。

因此，在糖尿病患者的过程中，除了常规治疗之外，

还需要对糖尿病患者进行心理护理，以此来帮助糖

尿病患者改善治疗期间的抑郁以及焦虑情绪。医务

人员需要密切观察糖尿病患者在接受治疗期间的情

绪改变，让糖尿病患者将内心的困惑以及感受倾诉

出来，并且耐心倾听。医务人员通过分析糖尿病患

者的心理，找出造成糖尿病患者产生抑郁以及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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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并且帮助糖尿病患者消除疑惑，给予鼓励

与安慰，使其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来接受治疗。

除此之外，医务人员还需将自我心理护理方法教授

给糖尿病患者。叮嘱糖尿病患者在寝食难安的时候，

需要依靠自身的意志力，对身心进行控制和调节，

通过回忆美好的事情，调节低落、焦虑以及抑郁的

情绪。尽可能多参加社交活动，充实自己的日常生

活，避免将注意力过于集中在疾病身上，从而加重

抑郁以及焦虑症状。与此同时，医务人员还需要将

糖尿病的治疗方法、并发症及其预防措施告知患者

及其亲属，并且加强糖尿病患者及其亲属对糖尿病

的危害认识。指导患者亲属参与到糖尿病患者的心

理护理中，给予糖尿病患者心理支持，使糖尿病患

者能够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和乐观、稳定的情绪［7］。

1.3　疗效评定标准

本次研究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以及抑郁自

评量表（SDS）测量两组糖尿病患者干预前后的焦虑

情况和抑郁情况。与此同时，对两组糖尿病患者干

预前后的血糖情况进行分析。

1.4　统计学方法

相关资料以 SPSS18 .0 软件分析，计量资料

（x±s）表示，以 t 检验，均取平均值，以 P<0.05
表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8］。

2　结果 
2.1　两组糖尿病患者干预前后的焦虑、抑郁情

况分析

干预前，实验组糖尿病患者的 SAS 评分为（54.2
±1.3）分，SDS 评分为（58.3±2.6）分；对照组糖尿病

患者的 SAS 评分为（53.3±1.8）分，SDS 评分为（57.6
±2.8）分；两组糖尿病患者在治疗前的 SAS 评分以及

SD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干预后，

实验组糖尿病患者的 SAS 评分为（23.4±1.2）分，SDS

评分为（8.2±2.1）分；对照组糖尿病患者的 SAS 评分

为（38.8±1.4）分，SDS 评分为（29.6±2.3±2.8）分；

实验组糖尿病患者干预后的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要

显著高于对照组，且两组糖尿病患者的 SAS 评分以及

SDS 评分差异 P<0.05，数据统计见表格 1、2。
表1　两组糖尿病患者干预前的SAS评分以及SDS评分比较

（x±s，分）

组别 n SAS评分 SDS评分

实验组 60 54.2±1.3 58.3±2.6

对照组 60 53.3±1.8 57.6±2.8

P - ＞0.05 ＞0.05

表2　两组糖尿病患者干预后的SAS评分以及SDS评分比较
（x±s，分）

组别 n SAS评分 SDS评分

实验组 60 23.4±1.2 8.2±2.1

对照组 60 38.8±1.4 29.6±2.3±2.8

P - ＜0.05 ＜0.05

2.2　两组糖尿病患者干预前后的血糖分析

干预前，实验组糖尿病患者的空腹血糖为（9.0±
2.1）mmol/L，餐后 2 小时血糖为（13.8±3.2）mmol/L；

对照组糖尿病患者的空腹血糖为（8.9±2.3）mmol/L，

餐后 2 小时血糖为（13.9±2.8）mmol/L；两组糖尿病

患者干预前的空腹血糖水平差异以及餐后 2 小时血

糖差异 P>0.05。干预后，实验组糖尿病患者的空腹

血糖为（5.6±2.2）mmol/L，餐后 2 小时血糖为（7.8±
2.8）mmol/L；对照组糖尿病患者的空腹血糖为（7.0±
2.8）mmol/L，餐后 2 小时血糖为（9.8±2.4）mmol/L；

实验组糖尿病患者的空腹血糖水平以及餐后 2 小时

血糖水平要明显低于对照组，且差异（P<0.05），数

据统计见表格 3、4。
表3　两组糖尿病患者干预前的血糖指标分析（x±s，mmol/L）

组别 n 空腹血糖 餐后2小时血糖

实验组 60 9.0±2.1 13.8±3.2

对照组 60 8.9±2.3 13.9±2.8

P - ＞0.05 ＞0.05

表4　两组糖尿病患者干预后的血糖指标分析（x±s，mmol/L）

组别 n 空腹血糖 餐后2小时血糖

实验组 60 5.6±2.2 7.8±2.8

对照组 60 7.0±2.8 9.8±2.4

P - ＜0.05 ＜0.05

3　讨论

糖尿病属于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代谢疾病，该疾

病主要临床症状表现为“三多一少”，即多饮、多尿、

多食和消瘦。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快，使得我

国糖尿病患者的病例数不断增加，糖尿病患者的心

理健康问题得到了广大临床研究者的关注。由于糖

尿病病程较长，需要长期接受降血糖治疗，再加上

治疗期间的并发症，使得糖尿病患者极易产生抑郁

以及焦虑情绪［9］。单纯进行健康教育对糖尿病患者

的抑郁、焦虑情绪影响效果并不是非常明显［10］。所

以在本次研究中，笔者在给予患者健康教育的基础

上，再对糖尿病患者实施心理护理。经研究数据显

示，接受健康教育与心理护理的糖尿病患者，其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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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评分以及抑郁评分要明显低于单独接受健康教育

的糖尿病患者，并且前者的血糖控制水平也要优于

后者。由此可见，对糖尿病患者实时健康教育以及

心理护理，能够有效帮助糖尿病患者改善在治疗期

间所产生的抑郁、焦虑症状，并且还有利于糖尿病

患者的病情控制，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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