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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血糖控制护理对 2型糖尿病合并精神分裂症患者血糖波动情况及相关
并发症发生率的影响

师福香 、 罗　艳 、 张　晶 、 雷佳佳 、 李　静

【摘要】目的　研究强化血糖控制护理对 2 型糖尿病（T2DM）合并精神分裂症患者血糖波动情

况及相关并发症发生率的影响。方法　将我院 94 例 T2DM 合并精神分裂症病例随机分为 2 组，每

组各 4� 例。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观察组予以强化血糖控制护理，比较 2 组护理前后血糖波动情

况、糖化血红蛋白（HbA1C）、C 肽、钙结合蛋白（S100-β）、神经营养因子 �（NT-�）水平、精神护理

观察（NORS）评分、依从性及并发症情况。结果　经过 � 个月强化血糖控制护理后，观察组 FPG、

2hPG、HbA1C、S100-β水平、NORS 评分、并发症总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且 C 肽、NT-� 水平、

依从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结论　对 T2DM 合并精神分裂症患者予以强化血糖控制护理，可

有效控制血糖，且改善精神状态，提高治疗依从性，减少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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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intensive blood glucose control on blood glucose fluctuation and the incidence of related compli-
cations in patients with T2DM and schizophrenia　　SHI Fuxiang，LUO Yan，ZHANG Jing，et al.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the Second Hospital of Yulin，Yulin 719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intensive blood glucose control on blood glucose fluctuation and the 

incidence of related complications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and schizophrenia. Methods　94 

patients with T2DM and schizophrenia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47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intensive blood glucose control nurs-

ing. The blood glucose fluctuation，levels of glycosylated hemoglobin（HbA1C），C peptide，calcium binding protein

（S100-β）and neurotrophin 3（NT-3），mental nursing observation（NORS）score，compliance and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3 months intensive blood glucose control intervention， levels of 

FPG，2hPG，HbA1C and S100-β，NORS score and the total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while levels of C peptide and NT-3 and the compliance rat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intensive blood glucose 

control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blood glucose，improve the mental state and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reduce the 

risk of complications in patients with T2DM and schizophrenia.

【Key words】 Intensive blood glucose control；Type 2 diabetes mellitus；Schizophrenia；Complication

2 型糖尿病（T2DM）治愈难度大，因为血糖长

时间控制不理想，极易诱发心血管、眼、肾脏或者

神经等各类慢性并发症［1］。T2DM 合并精神分裂症患

者在自身精神症状影响下，缺乏自控能力，通常配

合治疗或者饮食控制依从度低，使得糖尿病症状越

来越严重。强化血糖控制护理可改善 T2DM 患者血

糖波动状态，让患者意识到配合治疗的重要性，优

化护理效果［2］。本文以 94 例 T2DM 合并精神分裂症

病例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强化血糖控制护理对 T2DM

合并精神分裂症患者血糖波动情况及相关并发症发

［作者工作单位］榆林市第二医院内分泌科（榆林，�19000）。

［第一作者简介］师福香（19�6.09-），女，陕西榆林人，本科，主管护师，研究方向：内分泌科护理。

［通讯作者］师福香（Email：shifuxiang9�@16�. com）。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9 年第 46 卷第 1 期- 1�� -

◎

护
理
园
地◎

 N
ursing discussion

生率的影响。

1　病例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资料

选取 2015 年 1 月 ~2016 年 8 月我院收治的 94 例

T2DM 合并精神分裂症病例作为研究对象，采取随机

抽签法将其均分为 2 组。对照组男 25 例，女 22 例，

年龄 34~65 岁，平均（40.63±4.18）岁，糖尿病病

程（4.37±1.56）年，精神分裂症病程（2.08±0.34）

年。观察组男 29 例，女 18 例，年龄 31~67 岁，平

均（40.85±4.23）岁，糖尿病病程（4.42±1.63）年，

精神分裂症病程（2.05±0.31）年。2 组性别、年龄、

病程等基线资料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入组标准

①同时符合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

标准》（CCMD-3）［3］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和《中国 2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13 年版）［4］ T2DM 诊断标准；

②对研究所用药物不存在过敏史；③精神分裂症处于

恢复期；④达到伦理委员会标准，知情同意自愿加入

研究。

1.�　排除标准

①伴随严重肾脏疾病；② 6 个月内存在外伤史或

者手术史；③处于妊娠期以哺乳期。

1.4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精神分裂症药物、糖尿病治疗

与护理，包括常规环境护理、药物指导、饮食护理

等。观察组予以强化血糖控制护理，具体如下：

①确定良性行为：患者入院后，安排康复护士

以及糖尿病专科护士对其进行评估，发现不良行为

问题，然后针对相应不良行为问题设置切实可行具

体行为标准。在医院大厅墙壁上面张贴或者宣传屏

幕上显示该行为标准，确保所有受检者均能对照标

准检查日常行为是否达到标准。②宣教示范：安排已

接受培训的康复护士以及糖尿病专科护士依据病房

制定的具体良性行为项目，对各患者逐条讲解主要

良性行为内容，需要达到的一些行为标准，确保患

者清楚该项目。③心理护理：强化与患者的沟通，使

其信任护士，注意患者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开

展心理疏导工作，提高治疗配合度。④饮食强化护

理：监督患者每餐进食情况，依据所需热量制定进食

餐谱，且保证进食定时、定量，切忌暴饮暴食或者

乱食；当患者感到饥饿时，需于糖尿病专科护士合理

指导下进食；如果血糖控制达标，需于两餐间适当添

加水果，同时严格控制加餐；⑤运动指导：对患者讲

解运动注意事项，同时在实际锻炼中给予指导；如果

患者血糖稳定，需在一周内安排 3~5 d 的运动计划，

且每次运动时间不能短于 30 min。

1.�　观察指标

观察患者护理前与护理 3 个月后血糖波动情

况、糖化血红蛋白（HbA1C）、C 肽水平、钙结合蛋

白（S100-β）、神经营养因子 3（NT-3）水平、精神

护理观察（NORS）评分、依从性及并发症情况。利

用血糖仪检测患者空腹血糖（FPG）与餐后 2h 血糖

（2hPG）；以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 HbA1C 水平；以双

抗体夹心法检测 S100-β及 NT-3 水平；以放射免疫

法检测 C 肽水平。NORS 量表总分 120 分，评分越高

说明精神状态越差［5］。

以 4 级评分法［6］对患者良性行为依从性进行评

价：依从：50~60 分；部分依从：21~49 分；不依从：评

分低于 21 分。

1.6　统计学分析

利用 SPSS19.0 软件处理所有指标数据，计量资

料以（x±s）表示，计数资料以（n，％）表示，分别

用 t 与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2 组护理前后血糖波动情况比较

见表 1。护理后，观察组 FPG、2hPG 均明显低

于对照组（P<0.05）。
表1　2组护理前后血糖波动情况比较（x±s）

组别 例数
FPG（mmol/L） 2hPG（mmol/L）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47 9.16±3.05 6.35±0.73#@ 13.56±4.37 7.60±1.19#@

对照组 47 9.23±3.08 8.24±2.81 13.78±4.42 9.85±1.64#

注：与护理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护理后比较，@

P<0.05。

2.2　2 组护理前后 HbA1C、C 肽水平及 NORS 评

分比较

见表 2。护理后，观察组 HbA1C 水平与 NOR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且 C 肽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

2.�　2 组护理前后 S100-β、NT-� 水平比较 

见表 3。护理后，观察组 S100-β水平明显低于

对照组，且 NT-3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2.4　2 组护理后依从性比较

见表 4。护理后，观察组依从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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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2组护理后依从性比较（n，%）

组别 例数
护理后

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观察组 47 28（59.57）* 12（25.53） 7（14.89）

对照组 47 19（40.43） 15（31.91） 13（27.66）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6　2 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 2 例微血管事件，1 例低血糖事件，总

发生率 6.38％；对照组 5 例微血管事件，2 例低血

糖事件，4 例肾功能异常，3 例肠胃不适，总发生

率 29.79％，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

3　讨论

有报道提出，精神分裂症患者出现糖尿病的机

率远远高于普通人群，且为普通者约 2~5 倍［7-8］。因

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具有较低自制力，无法顺利配合

治疗与护理，若仅采取药物治疗措施，获得的治疗

效果并不理想。强化血糖控制护理能将 T2DM 合并

精神分裂症患者血糖严格控制于合理范围内，增加

其治疗与护理配合度，对改善 T2DM 合并精神分裂

症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HbA1C 属于人体血液红细胞里面血红蛋白以及

血糖结合产物，和血糖水平呈正比，HbA1C 测试一

般能将病人近 8~12 周具体血糖控制情况有效反映出

来［9-11］。血糖控制不理想，为慢性并发症发生与持

续发展重要危险因素，可能诱发糖尿病性肾病等各

种并发症［12］。T2DM 患者初病时需要利用检测 C 肽

以及胰岛素水平方法评估胰岛 B 细胞实际功能［13］。

因为外周血所含 C 肽较少被肝细胞吸收，故其更能

呈现胰岛 B 细胞分泌过程中的浓度，同时其基础清

除率非常稳定，不受各类因素影响，可准确反映胰

岛 B 细胞功能。C 肽水平与胰岛素间具有正相关关

系［14］。S100β通常在星形胶质细胞相应细胞质以及

细胞核内，具有营养作用，可以提高树突数目与突

出可塑性，属于血脑屏障损伤重要客观指标。NT-3
归于神经营养家族，主要来自非神经细胞，并且成

年后分泌量降低，其减少在精神疾病整个病理生理

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组研究结果显示，经过治疗，观察组 FPG、

2hPG、HbA1C 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与徐洁等［15］

研究结论一致。说明对 T2DM 合并精神分裂症患者

予以强化血糖控制护理，可有效降低血糖水平，减

少 HbA1C 的合成，改善糖尿病疗效。结果还显示，

观察组 C 肽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提示强化血糖控

制护理能显著提升血 C 肽浓度，增加体内胰岛素，

起到显著降血糖作用。观察组 NORS 评分、S100-β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NT-3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说明强化血糖控制护理的实施，能改善 T2DM 合并

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药物治疗效果。观察组依从率

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提示强化血糖控制护理可增加患者配合度，同时降

低各种并发症风险。

综上所述，强化血糖控制护理措施能有效降低

T2DM 合并精神分裂症患者血糖水平，优化精神分裂

症治疗效果，提高患者治疗配合度，减少相关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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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减少了求医问药的次数，同时节约时间及经

济负担，避免疾病最佳治疗时机的延误［9］；建立微信

群后，方便患者出院后开展延续性护理干预，患者

及其家属可随时随地接受医务工作者有关医学疾病

相关知识的普及和自我防护，帮助患者家属解决疑

难，微信群的建立可为患者提供一个相互交流平台，

患者出院后可通过微信群与医护对自身疾病情况进

行沟通交流，患者之间也可通过微信交流建立联系，

相互交流经验并分享康复过程中成功经验［10］；同时

通过微信随访可有效减轻医患关系紧张感，实施微

信随访形式的延续性护理干预中，对患者出院后进

行饮食指导、健康知识普及，并明显改善患者常规

护理下营养不良状况，此外其还可拓展患者对自身

疾病有关自我护理知识，有效降低复发率。

综上，微信随访干预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出院后

社区延续护理中有肯定的应用价值，在提高临床疗

效的同时降低复发率，适于临床广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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