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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糖尿病早期护理干预的临床价值探讨 

李烨琳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人民医院  山西长治 

【摘要】目的 分析对妊娠期糖尿病病人实施早期护理干预的价值。方法 研究样本选择本院于 2021 年 1 月

到 2022 年 6 月接收的妊娠期糖尿病病人共 60 例，将其中 30 例病人分至常规组，进行常规护理，将另外 30 例病

人分至早期组，进行早期护理干预。比较两组病人的并发症出现率和血糖指标。结果 早期组病人的并发症出现

率显著低于常规组病人的并发症出现率，组间比较区别显著（P＜0.05）；早期组病人的 2hPG、FBG、以及 HbAlc
指标均明显低于常规组病人的 2hPG、FBG、以及 HbAlc 指标，组间比较区别显著（P＜0.05）。结论 对妊娠期

糖尿病病人实施早期护理干预，不仅能使其血糖指标得到改善，同时还能降低病人的并发症出现率，值得临床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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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value of early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gestational diabetes 

Yilin Li 

People's Hospital of Luzhou District, Changzhi City, Shanxi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early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pregnant diabetes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60 patients with gestational diabetes receiv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1 to June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amples. 30 of them were divided into the routine group for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ther 30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early group for early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blood glucose index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earl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routine group (P < 0.05); The indexes of 2hPG, FBG and HbAlc in the earl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routine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early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with 
gestational diabetes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ir blood glucose index, but als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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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国内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病率为 1-5%，且

在近年来有着逐渐增高的现象[1]。妊娠期糖尿病是一种

只在妊娠期间才出现的糖尿病症状。患有妊娠期糖尿

病的病人会有着较高的并发症发生率，不仅会使病人

出现羊水过多、流产等现象，同时还会使胎儿的发育

受到影响，使其出现畸形、低血糖和低血钙等现象，

让母婴健康均受到了极大的威胁[2]。同时，如果病人的

血糖没有得到及时且有效的控制，还会使其出现酮症

酸中毒、胎儿窘迫、以及难产等现象。所以，为了让

妊娠期糖尿病病人的血糖得到控制，减少和预防并发

症的出现，临床应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来对其进行干

预。而本文为了分析对妊娠期糖尿病实施早期护理干

预的价值，对本院于 2021 年 1 月到 2022 年 6 月接收

的妊娠期糖尿病病人进行了相关研究分析，分析数据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样本选择本院于 2021 年 1 月到 2022 年 6 月

接收的妊娠期糖尿病病人共 60 例，将其中 30 例病人

分至常规组，进行常规护理，将另外 30 例病人分至早

期组，进行早期护理干预。早期组中，病人孕周在 21
到 29 周，平均（23.59±4.25）周，年龄范围在 24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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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岁，平均（28.14±2.57）岁；常规组中，病人孕周

在 21 到 30 周，平均（24.19±4.08）周，年龄范围控

制在 25 到 38 岁，平均（28.67±2.74）岁。所有病人

孕周、年龄、病情等方面均符合学术诊断标准，病情

程度没有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1）为妊娠期糖尿病者；（2）知情

且接受研究者；（3）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通过；（4）
均为单胎；（5）依从性较高者。 

排除标准：（1）存在高血压者；（2）存在影响

血糖水平病症者；（3）存在智力障碍者；（4）肝肾

等重要器官功能障碍者。 
1.2 方法 
1.2.1 常规组 
常规组进行常规护理，包括用药指导、检测血糖

和血压、以及保持环境安静整洁等常规护理。 
1.2.2 早期组 
早期组进行早期护理干预，（1）对病人耐心讲解

疾病的相关知识，包括发病因素、注意事项以及治疗

方式等内容，并对其问题进行耐心解答，从而增加其

依从性。同时可以讲解一些治疗成功的案例来鼓励病

人，让其能增加对治疗的信心。另外，还可以指导一

些能宣泄情绪的正确且科学的方式来让病人自主调节

情绪，让其能以平稳的心态来接受治疗和护理。（2）
指导病人要按医嘱用药，并监督其用药。同时，对病

人讲解使用药物的作用以及可能会出现的不良反应等

内容，并对其讲解按时按量用药的重要性，从而减少

不良反应的出现，保障药物效果。（3）结合病人的实

际情况来制定科学且合理的饮食方案，从而在满足营

养需求的同时，让血糖水平能得到维持。对于孕早期

病人，摄入的热卡应和怀孕前一样；对于孕中期的病

人，每周应增加 3-8%的热卡，其中碳水化合物应占

40-50%，蛋白质应占 20-30%，脂肪应占 20-40%。每

天的食物应以水产品、蔬菜、豆制品、蛋、以及奶等

食物为主，并减少或不食用甜食，少食多餐。（4）定

期对病人的血糖进行监测，并通过尿常规检查来对病

人尿酮体和尿蛋白等指标进行检测。同时，还应指导

其进行肾功能以及 B 超等检查，从而才能及时对胎儿

的情况以及羊水情况有所发现，以便进行相应的解决

措施。（5）结合实际情况来指导病人开展适当的运动

锻炼，从而增加胰岛素敏感性以及自身抵抗力，保障

控制血糖的效果。（6）制定科学的监测血糖方案，对

病人的空腹以及餐后 2 小时血糖进行检测。（7）对于

血糖控制效果不好的病人，可以遵医嘱对病人给予胰

岛素治疗。餐前半小时注射胰岛素，然后在餐后小时

对其血糖进行检测，结合血糖变化来对胰岛素用量进

行调整[3]。 
1.3 观察指标 
（1）观察比较早期组和常规组病人的并发症出现

率，包括羊水过多、妊高征、以及低血糖等症状。 
（2）观察比较早期组和常规组病人的血糖指标，

包括 2hPG（餐后 2h 血糖）、FBG（空腹血糖）、以

及 HbAlc（糖化血红蛋白）等指标。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资料全部以 SPSS20.0 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

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 s± ）表示，采取 t 检验方式:
计数资料采用[例（%）]表示，采用 χ2检验，结果以 P
＜0.05 表示本次研究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早期组和常规组病人的并发症出现率 
由表 1 数据可知，早期组病人的并发症出现率显

著低于常规组病人的并发症出现率，组间比较区别显

著（P＜0.05）。 
2.2 比较早期组和常规组病人的血糖指标 
由表 2 数据可知，早期组病人的 2hPG、FBG、以

及 HbAlc 指标均明显低于常规组病人的 2hPG、FBG、

以及 HbAlc 指标，组间比较区别显著（P＜0.05）。 
 

表 1  比较早期组和常规组病人的并发症出现率[n（%）] 

组别 例数 羊水过多 妊高征 低血糖 并发症出现率 

早期组 30 0（0.00） 0（0.00） 1（3.33） 1（3.33） 

常规组 30 4（13.33） 1（3.33） 3（10.00） 8（26.67） 

χ2  4.286 1.017 1.071 6.405 

P  0.038 0.313 0.301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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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比较早期组和常规组病人的血糖指标（ x s± ） 

组别 例数 2hPG（mmol/L） FBG（mmol/L） HbAlc（%） 

早期组 30 5.61±0.91 4.31±0.52 5.34±0.21 

常规组 30 7.58±1.31 5.56±1.33 6.57±1.21 

t  6.765 4.794 5.486 

P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妊娠期糖尿病属于常见的妊娠期并发症，随着生

活方式的变化以及压力的增加，此症状的发病人数呈

现出了不断上升的趋势。若是妊娠期糖尿病一直没有

得到有效的控制，就会使病人羊水增加，从而就会让

病人在分娩时出现宫缩乏力的现象，造成产程时间延

长，而这也就会增加病人出现产后出血以及宫内窘迫

等症状的几率，进而就会使病人和胎儿的生命受到威

胁，加大了不良妊娠结局的几率。而随着妊娠以及病

人生理代谢的发展和变化，其血糖水平会更加难以控

制，从而就会增加对母婴健康的危害，甚至还会使胎

儿的生命受到危及。所以，临床对妊娠期糖尿病病人

实施有效的早期护理干预措施尤为重要。有研究文献

指出，早期护理干预是临床较为常用的一种护理模式，

将此方式应用在妊娠期糖尿病病人的护理中，能使其

血糖水平的到良好的控制，减少并发症出现的几率，

保障母婴的生命安全[4]。而为了分析对妊娠期糖尿病实

施早期护理干预的价值，本文对本院于 2021 年 1 月到

2022 年 6 月接收的妊娠期糖尿病病人进行了相关研究

分析，本研究结果显示，早期组病人的并发症出现率

显著低于常规组病人的并发症出现率，组间比较区别

显著（P＜0.05），由此可知，对妊娠期糖尿病病人给

予早期护理干预，比给予常规护理干预更能降低其并

发症出现率。早期组病人的 2hPG、FBG、以及 HbAlc
指标均明显低于常规组病人的 2hPG、FBG、以及 HbAlc

指标，组间比较区别显著（P＜0.05），由此可知，对

妊娠期糖尿病病人给予早期护理干预，比给予常规护

理干预更能使其 2hPG、FBG、以及 HbAlc 指标得到改

善。 
综上所述，对妊娠期糖尿病病人实施早期护理干

预，不仅能使其血糖指标得到改善，同时还能降低病

人的并发症出现率，值得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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