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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病合并糖尿病患者的临床特点及护理 

王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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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究肝病合并糖尿病患者的临床特点及相关护理措施。方法 于本次对照实验中选取 68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均存在不同类型的肝病，同时合并有糖尿病情况，并在入组后将 68 例患者随机分配

为了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34 例患者，均使用不同的护理方法，其中对照组使用常规护理方法，观察组在

此基础上使用综合护理干预，并对比两组患者的满意度、生活质量评分。结果 观察组十分满意、一般满意、

不满意患者例数分别为 22 例、11 例、1 例，满意度 97.05%；对照组十分满意 17 例、10 例、7 例，满意度

79.41%，观察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在护理干预前，观察组、对照组

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分别为（59.66±4.12）分、（57.84±4.63）分，相比之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护理干预后观察组、对照组生活质量评分分别为（86.98±5.23）分、（72.04±5.07）分，观察组生活质量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肝病合并糖尿病患者病症特点较为复杂，应当

紧抓肝病合并糖尿病临床特点开展针对性护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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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lated nursing measures of patients with 
liver disease and diabetes. Methods: In this controlled experiment, 68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ll of which had different types of liver diseases, and diabetes was also combined. After enrollment, 68 pati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each group 34 The patients used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the control group used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s,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ed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based on this, and compared the satisfa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very satisfied, generally satisfied, and dissatisfied with 22 cases, 11 
cases, and 1 case respectively, with satisfaction of 97.05%; the control group was very satisfied with 17 cases, 10 
cases, and 7 cases, with satisfaction of 79.41%, observation Satisfaction of th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5). Before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s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59.66 ± 4.12) points and (57.84 ± 4.63) 
points, respectively,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0.05).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86.98 ± 5.23) and (72.04 ± 5.07) 
points respectively.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with liver disease complicated with diabetes 
are complicated, and we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liver disease complicated with 
diabetes and carry out targeted nursing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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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是人体消化系统重要器官，具有较强的排

毒作用，可有效维持机体内环境平衡。当前，由于

多种因素影响，肝脏类疾病的发生率在逐渐提高，

已经较大程度的影响了患者身体健康，如临床常见

肝硬化、病毒性肝炎等；同时，部分患者在肝病的

长期影响下，还有一定的并发症发生率，糖尿病便

是其中之一[1]。肝病、糖尿病均会影响影响机体代

谢功能，导致代谢异常，并诱发一系列病理反应，

临床护理难度较大。当前在对肝病合并糖尿病患者

实施护理时，必须要提高重视度，开展针对性更高

的护理干预措施，降低该病症对患者身体的影响，

提高生活质量。本次对照实验中详细分析了肝病合

并糖尿病及其护理措施，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组内共选择了 68 例研究对象，收治时间为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2 月，均被确诊为肝病合并糖尿病，

其中乙肝 17 例、甲肝 11 例、肝硬化 28 例、肝炎 12
例。组内患者符合疾病诊断标准，未合并有其他系

统性病症、精神类病史等症状，家属已同意患者入

组。将 68 例患者随机分配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34 例患者，并分别使用不同的护理方法。对照组男

性、女性患者例数分别为 15 例、19 例，最小年龄

39 岁，最大年龄 67 岁，平均年龄（56.47±1.56）岁；

观察组共有 20 例男性患者、14 例女性患者，年龄在

47~77 岁之间，平均年龄（63.28±2.17）岁。对比

来看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无统计学意义，（P＞
0.05），存在可比性。 

1.2 方法 
常规护理模式主要应用于对照组，护理人员需

对患者开展健康宣教、基础护理、血糖控制等，同

时应制定完善的应急干预机制，一旦患者出现突发

情况，应及时采取应急干预[2]。 
观察组需在常规护理方法的基础上增加综合护

理干预。（1）健康教育：肝病、糖尿病均为临床常

见慢性类疾病，前期症状浅显，但由于患者在日常

生活中不良习惯较为严重，因此便会较大程度的提

高疾病发生率，其中对健康知识的了解较浅是主要

影响因素。护理人员应对患者进行肝病合并糖尿病

方面的健康知识宣教，并向患者讲述相关康复案例，

进而在提升护理质量的同时提高患者依从性[3]。（2）

饮食护理：肝病、糖尿病均会影响机体血糖代谢，

加重对患者身体的损害，对此要做好饮食护理。饮

食整体应尽量清淡化，并低糖、低盐、低脂，增加

对蛋白质、维生素、纤维素的摄入量，同时在餐前、

餐后要进行血糖监测，做好低血糖应对措施。（3）
胰岛素治疗：糖尿病影响下患者机体内糖分得不到

分解，会对机体脏器产生较为严重的影响，并存在

着较高的并发症发生率，如糖尿病足、糖尿病肾病

等，因此必须通过注射胰岛素来控制其血糖情况，

且在胰岛素治疗前，必须要做好前期准备工作，明

确患者具体病症情况[4]。同时，若患者肝功能比较

稳定可适当增加α葡萄糖苷酶抑制剂。（4）心理干

预：在肝病合并糖尿病的影响下，患者心理状态较

差，因此在开展护理工作时应重视心理干预。护理

人员可提高与患者的交流频率，建立“朋友”关系，

聆听患者的诉说，并支持、鼓励患者要用于面对病

魔，憧憬未来。（5）药物不良反应：肝病合并糖尿

病患者每天均需要服用较多类型的药物，部分药物

均会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同时因患者体质、

年龄等自身因素影响，不良反应也有着个体化差异，

护理人员应做好用药指导工作，让患者了解各药物

的临床效果、不良反应，并告知患者或家属各种不

良反应的应对措施[5]。 
1.3 观察指标 
在护理后调查患者护理满意度、生活质量评分，

并将其作为观察指标。 
1.4 统计学处理 
将 SPSS23.0 作为本次实验的统计学处理工具，

观察指标使用（%）、（分）表示，以 t 值检验结果，

以（P＜0.05）表示数据间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满意度对比 
观察组十分满意、一般满意、不满意患者例数

分别为 22 例、11 例、1 例，满意度 97.05%；对照

组十分满意 17 例、10 例、7 例，满意度 79.41%，

观察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 
2.2 （见表 1） 
经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较之护理前

均有所改善，其中使用综合护理干预的观察组改善

情况更佳，两组数据间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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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生活质量评分对比（分） 

组别 n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34 59.66±4.12 57.84±4.63 

对照组 34 86.98±5.23 72.04±5.07 

t  9.0541 8.4578 

P 值  ＞0.05 ＜0.05 

3 讨论 
肝炎、甲肝、乙肝、肝硬化、肝癌等均属于当

前比较常见的肝脏类疾病，肝脏是重要的消化器官，

可通过其肝糖原来分解机体所摄入的糖分，达到维

持机体内环境平衡的作用，在肝病的损害下，肝功

能异常，导致糖分分解不及时或分解功能下降，便

会并发糖尿病，进一步加重对患者身体的伤害[6]。

据调查，强化肝病合并糖尿病患者的护理干预措施，

可提高患者健康意识，从而提升自身自护能力，在

谨遵医嘱的同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本次实验中对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方法的基

础上增加了综合护理干预措施，主要围绕健康宣教、

饮食护理、胰岛素治疗、心理干预以及不良反应预

防等方面开展护理工作，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便是

健康宣教，除需进行针对性的健康宣教外，还应将

其穿插至整体护理过程中，并适当通过饮食、心理

干预来进行辅助，使得患者能够进一步提高对该病

症的认知深度，以提升护理质量[6]。据实验结果来

看，观察组患者平均满意度 97.05%，明显高于对照

组 79.41%，存在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其

次，通过表 1 生活质量评分情况来看，观察组患者

的生活质量评分改善情况也更优于对照组，（P＜
0.05）。 

据以上实验内容分析来看，肝病合并糖尿病对

患者身体的影响较为严重，且病症特点比较复杂，

会对患者的身体产生长期持续性伤害，同时通过在

常规护理方法的基础上实施综合护理干预，可提高

护理针对性，降低病症带来的风险性，并达到稳定

血糖、提高临床疗效的效果，应用价值较高，希望

可在临床上加大该护理模式的推广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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