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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老年糖尿病患者实施同步家庭健康教育影响心理状态及生活方式 
的研究

樊红荣 1 、 赵　红 2 、 刘青香 2 、 王　萍 � 、 石文霞 4

【摘要】目的　研究对社区收治的老年糖尿病患者实施延续性同步家庭护理的应用效果。方法　

本次研究对象选取自社区医院 2015 年 � 月 ~201� 年 � 月期间收治的 �� 例糖尿病老年患者，根据其入

院先后划分为家庭组（48 例）与一般组（48 例），对一般组成员患者实施社区医院常规护理流程及健

康指导，家庭组对象接受护理人员指导下同步家庭健康教育措施，观察两组心理状况改变及生存质

量情况。结果　一般组心理焦虑、遵医意识、参与治疗主动度及沟通等方面评分较低，家庭组明显

高于一般组，差异显著（P< 0.05）；一般组遵医行为、人际关系、家庭和睦、运动、合理饮食等生存

质量评分明显低于家庭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对糖尿病患者实施延续性院外

护理，由护理人员为其提供家庭同步健康教育措施作用显著，经过护理干预后，大部分患者不良心

理得到较好改善且生存质量较好。

【关键词】同步家庭健康教育；社区老年患者；糖尿病；心理状态；生活方式

【中图分类号】R3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18）01-0186-04

The influence of synchronous family health education on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life style of elderly pa-
tients with diabetes in community　　FAN Hongrong，ZHAO Hong，LIU Qingxiang，et al. Nanjing Yuhua Hospi-
tal，Nanjing 210012，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ontinuity synchronous family nursing of elderly pa-

tients with diabetes in community. Methods　The study selected 96 case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from 

March 2015 to March 2016 in community hospital as the object，according to hospital admission，the cases were divid-

ed into family group（48 cases）and general group（48 cases）. General group members implemented community hospi-

tal routine nursing process and health guidance，family groups accepted synchronous family health education measur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nurses. Results　The scores of psychological anxiety，compliance awareness，involved in the 

treatment of active degree and communication in general group were worse than those in the family group，the difference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0.05）；compliance behavior，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family harmony，exercise，

reasonable diet quality of life rating in gener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family group，the difference had statis-

tical significance（P<0.05）. Conclusion　For diabetic patients，in addition to receiving hospital care and treatment 

measures，the implementation of continuity of hospital nursing，the nursing staff and provide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family of synchronous health education measures，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most of patients with adverse psychologi-

cal well improved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is better.

【Key words】Synchronous family health education；Community elderly patients；Diabetes；Psychological status；

Life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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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一组机体血糖代谢异常的疾病，主要

特征就是高血糖，主要病理机制为机体出现胰岛素

分泌异常。此种疾病长期出现的高血糖，发展至后

期可能会导致机体组织及其他器官出现病变［1，2］。针

对此类患者除了做好药物治疗外，还应对患者做好

知识宣教、健康指导、家庭护理等辅助措施，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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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工作，此项家庭健康教育指导护理措施的

核心为专业护理人员运用自身知识教育家属及患者

本人，帮助其提高对疾病认知，纠正其日常生活中

一些不利于疾病治疗相关因素，并作出相应改变的

过程［3］。通过长期连续性的家庭健康教育工作，可

以帮助患者树立正确生活行为方式及饮食习惯，保

持健康生活习惯［4］。本文对社区收治的老年糖尿病

患者实施延续性同步家庭健康教育和护理，现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 次 研 究 对 象 选 取 自 社 区 医 院 2015 年 3 月

~2016 年 3 月期间收治的 96 例糖尿病老年患者，根

据其入院先后划分为家庭组（48 例）与一般组（48
例）。本次研究已取得所有患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

意书，同时排除其他合并严重器质性器官病变的患

者［5］，家庭组男 28 例、女 20 例、平均年龄（59.1±

3.2）岁；疾病平均病程为（5.1±2.0）年。一般组男

及女性患者分别为 25 例与 23 例，年龄平均为（62.2
±3.0）岁、平均病程（5.5±1.9）年。两组在性别、

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方面无明显差异（P>0.05）。

纳入标准：依从性良好可配合护理的患者；所有

患者相关检查结果及临床症状均符合糖尿病诊断标

准；年龄大于 50 岁。排除标准：需排除有语言交流

及感觉障碍等精神疾病的患者；排除合并其他严重疾

病，可能对本研究有影响的患者。需排除经济困难

不能完成治疗的患者，排除不能积极配合护理及随

访调查的患者。

1.2　护理方法

一般组患者接受社区医院护理人员定期健康指

导，每 2 周进行一次健康教育，实施半年左右。接

受院内常规治疗措施，护理人员应向患者定期普及

疾病不同阶段相关知识，告知患者正确时间内服药，

指导家属每日为患者测量血糖并记录，随时与医院

保持联系，遵医嘱进行治疗及护理。

家庭组除上述措施外还应重点应用家庭同步健

康教育过程，包括：①对患者进行家庭随访，每周一

次，坚持实施半年左右，留意患者基本资料及其受

教育程度，选择适宜谈话方式与患者进行交流，对

患者宣传糖尿病基本知识。对于患者感到疑问的地

方重点讲解，包括糖尿病后期会出现相关并发症以

及使用药物控制血糖的重要性，讲解饮食与运动疗

法对疾病治疗优势，告知其遵医行为及自我行为控

制等方法必要性。与家属进行交谈，嘱咐其在家庭

护理中扮演好监督者与协助者的角色，帮助患者改

掉日常生活中部分不良行为及督促其遵守健康生活，

家属应及时记录患者每日血糖测量结果，告知家属

如何应对药物不良反应处理方式［6］。②重点向患者

强调降糖药物，及时准确使用的重要性，强调不可

自己调整药物使用量，指导患者在正确时间内服药，

家属需要在旁监督。③告知家属如何计算正常体重

指数，以及时监督患者体重变化，告知家属 BMI 体

重指数计算方法，以及结合患者饮食习惯为其制定

最适宜饮食计划，对于超重患者需要控制饮食以减

轻体重。指导患者戒烟限酒，告知烟酒对疾病影响，

患者需要外出时应由家属陪伴，且因随身携带糖果，

以便出现低血糖时可以应急处理。④告知其运动疗

法必要性，为其制定运动计划，依据患者实际身体

情况选择最适宜运动方式，如太极拳、慢跑散步等，

注意运动强度应适度。⑤治疗过程中应注意观察患

者本人心理状态，嘱咐患者良好的精神面貌对疾病

治疗有积极作用，告知患者不良情绪的宣泄途径，

多与家属沟通，及时调整自身心态。⑥鼓励患者多

去户外活动，多与其他老年人接触，主动与人沟通，

及时向家人倾诉，排解内心不良情绪，树立积极心

态。家属及其他家庭成员要与患者良好相处，及时

帮助其改正消极心理［7］。

1.�　观察指标

观察其心理状态，参考 HADS 焦虑、抑郁量表

后，科室自行制定心理评估量表，观察指标包括患

者焦虑心理、遵医意识、积极治疗主动参与与沟通

融洽等，五十分制，总分越高，心理状态越好；参照

生存质量（quality of life）量表后，科室自制生存质

量评分表，指标包括遵医行为、人际关系、家庭和

睦、运动、合理饮食等，采用百分制。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8．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

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心理变化情况

一般组心理情绪等方面评分较低，家庭组明显

高于一般组，差异显著（P<0.05）。见表 1。

2.2　生存质量情况

一般组生存质量相关指标评分明显低于家庭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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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糖尿病是一种多发于中老年患者的临床疾病，

其主要临床表现为血糖出现异常升高，且糖尿病发

展至后期可能导致其他相应疾病出现，如心脑肾相

关疾病，会影响患者生存质量［8，9］。随着现代社会经

济不断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糖尿病发病率也

在逐年增高［10］。目前临床暂时没有可以彻底治愈糖

尿病的治疗方法，需要患者终身接受药物控制血糖，

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病程较长、需要长期服药，

生活及饮食习惯等方面均需要严格控制的因素，会

导致患者出现一系列心理情绪因素及其他生活方面

的影响。社区医院为了提高此类患者生存质量情况，

应为患者提供延续化的家庭护理及健康教育，要向

其普及疾病知识，注重对其药物使用、户外活动、

家庭成员之间交流、坚持运动、饮食调节等方面影

响。不仅要对患者本人做好健康指导工作，家属对

于疾病的认知能力也对患者生存质量有着密切联系，

因此延续性家庭护理工作对象包括患者本人及其家

庭，两个群体之间互相监督又互相扶持，才能更好

控制疾病发展，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有学者经研究发现［10，11］，针对社区收治的老

年糖尿病患者实施家庭健康教育措施，对患者的心

理不良状况影响较好且提高患者生存质量。本文经

研究得出结论为，一般组心理焦虑、遵医意识、参

与治疗主动度及沟通等方面评分较低，家庭组明显

高于一般组，差异显著（P<0.05）；一般组遵医行

为、人际关系、家庭和睦、运动、合理饮食等生存

质量评分明显低于家庭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家庭组接受全面社区护理干预，心理状

况较好，生存质量较高，与上述学者研究结果相符。

综上所述，针对老年糖尿病患者而言，其自身

疾病终身性会对其造成较大困扰，因此医院在对患

者使用药物控制住病情后，需要对出院患者家庭护

理做出相应指导。对患者本人包括家属共同讲解病

情及相关知识，告知其疾病的终身性与药物治疗之

间必要联系，告知其保持正常体重对疾病良好影响，

告知家属为患者合理提供饮食，指导其每周坚持运

动，遵医嘱服药，保持心理健康，积极努力配合治

疗，预防病情恶化，家庭组患者经延续性家庭健康

教育护理干预措施后，患者心理状况较好且生存质

量较好。必须指出的是，影响社区老年糖尿病患者

的心理状况改变及生存质量的因素还有很多，包括

患者的经济条件，家庭关系，人际交往等等，尽管

不能完全控制这些干扰因素，但我们在研究对象选

取时已经尽可能的提高了两组患者疾病等方面的可

比性，所以本研究还是可以初步说明实施家庭同步

健康教育对社区糖尿病患者有比较好的效果。下一

步需要更大样本和更加严格控制干扰因素的研究来

对本研究结果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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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比较两组心理情况（分）

组别 焦虑心理 遵医意识 积极治疗 主动参与 沟通融洽

一般组（n=48） 7.18±0.56 7.23±0.12 7.45±0.37 7.18±0.19 7.69±0.43

家庭组（n=48） 8.64±1.46 9.01±1.11 8.96±1.10 9.12±1.20 9.06±1.47

t 4.94 8.44 6.88 8.45 4.73

P 0.00 0.00 0.00 0.00 0.00

表2　比较两组生存质量情况（分）

组别 遵医行为 人际关系 家庭和睦 运动 饮食合理

一般组（n=48） 77.41±1.23 78.61±1.02 79.20±1.14 78.51±1.06 79.40±1.17

家庭组（n=48） 90.84±2.71 89.14±2.03 90.67±2.46 91.13±2.01 91.08±2.10

t 23.88 24.53 22.39 29.39 25.71

P 0.0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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