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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护理在儿童糖尿病护理中的价值 

王玉婷，周 雄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陕西西安 

【摘要】目的  研究人性化护理在儿童糖尿病护理中的价值。方法  本文主要分析对象为本院于

2020.3-2021.5 之间所收治的 66 例儿童糖尿病患者，随机将其分成两组，即为对照组以及观察组，每组患者

之间的实际人数都为 33 例。对照组患者予以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患者予以人性化护理干预。对比并分析

组间患者的护理效果、护理满意度、糖代谢指标。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效果更优，二者之间对比，差异

有意义（P＜0.05）；和对照组比较，护理满意度观察组更高，二者之间差异有意义（P＜0.05）；与对照组

之间比较，血糖控制情况观察组更优，二者之间差异有意义（P＜0.05）。结论 人性化护理在儿童糖尿病护

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可以有效提升患者的护理效果以及护理满意度，对于患者糖代谢指标控制具有

积极影响，建议在临床中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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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f humanized nursing in the nursing of children with 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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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value of humanized nursing in the nursing of children with diabetes. 
Methods 66 children with diabete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0 to may 2021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actual number of patients in each group was 33.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humanized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nursing effect,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glucose metabolism in- 
dexes of patients between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nursing effec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and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was significant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better blood glucose control,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was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humanized nursing is of great value in the nursing of children 
with diabetes. I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nursing effect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and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ontrol of glucose metabolism indicators. It is suggested to promote it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Humanized nursing; Children; diabetes; Nursing effect; Nursing satisfaction; Blood sugar 
control 
 

近期，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日常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的饮食也具有多样化、极尽丰

富，所以使得糖尿病整体发病率在不断升高[1]。而且，

儿童糖尿病的发病几率处于上升状态[2]。儿童糖尿病患

者年纪很小，患儿心智发育尚不成熟，因此在治疗期

间以及护理过程之中会出现更多问题。另外，儿童糖

尿病患者内心十分脆弱，护理依从性比较差。这些因

素都会为患儿治疗效果和病情改善带来消极影响[3]。于

是，临床护理给予患儿人性化护理，可获得良好效果。

于是，本文主要将 2020.3-2021.5 之间所收治的 66 例

儿童糖尿病患者作为本文主要研究对象，分析人性化

护理在儿童糖尿病护理中的价值，现进行以下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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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分析对象为本院于 2020.3-2021.5 之间所

收治的 66 例儿童糖尿病患者，随机将其分成两组，即

为对照组以及观察组，每组患者之间的实际人数都为

33 例。对照组患者之中男女性别比例为 5：6；其中年

龄最大的患者是 13 岁，最小的患者为 3 岁，患者年龄

均值为（8.26±5.28）岁。观察组之中患者男女比例为

7：9；其中年龄最大的患者是 12 岁，最小的患者为 3
岁，患者年龄均值为（7.63±5.15）岁。组间患者的性

别和年龄等基线资料展开对比，差异无意义（P＞0.05），
可以对比。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给予常规护理，每天检测患者的身

体各项指标，对患者以及家属展开健康宣教，告知其

相关注意事项。 
观察组：给予其人性化护理，具体内容包含： 
（1）针对性的健康宣教。糖尿病患者病情容易反

复，出现这一现象和其生活习惯之间有很大关联。因

此，正确展开健康宣教，对患儿而言很重要。护理人

员需要针对患者给予及时以及明确的知识宣教。并且

体现出宣教的人性化，需要针对不同患者给予不同护

理模式。同时记录出患者实际信息，依照患者的家庭

背景展开健康教育，使得患者和家属可以更为了解糖

尿病相关医学知识。 
（2）生活护理。依照患者实际情况，做到因人而

异，改善患者日常饮食规律，培养其科学饮食，并且

控制气对于糖的摄入。需要关注患者身体情况，避免

出现低血糖。还需要针对用药进行控制。针对不同患

者展开不同的用药指导，使得患者可以根据药物使用

情况进行服药，保证治疗效果。 
（3）心理护理。儿童糖尿病患者年龄很小，在住

院期间患者自身和家属一般情绪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

问题，其内心出现消极情绪会影响疾病恢复。所以护

理人员需要给予及时的心理护理，针对患者的焦虑、

抑郁心理进行有效开导，比如可以给患儿讲笑话、看

动画片等，和患儿一起做游戏吸引其注意力，同时帮

助其树立对抗疾病的信心，促进患者更为积极配合医

护人员的治疗和护理，加速康复。 
1.3 观察指标 
（1）对比并分析组间患者的护理效果。患者身体

的各项指标都处于正常状态，在护理期间没有出现任

何并发症，表示护理呈现显效；患者身体大部分指标

处于正常状态，没有并发症出现，则表示护理呈现有

效；患者身体指标不正常，出现并发症，则表示患者

护理呈现无效。护理有效率=（显效+有效）/n*%。 
（2）对比分析出组间患者护理满意度。针对儿童

糖尿病患者的家属展开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内部的内

容主要包含其对于医护人员的相关护理内容是否满

意，其中包含十分满意、一般满意和不满意，问卷满

分为 100 分，患者的问卷分数达到 90-100 是十分满意、

分数为 60-80 为一般满意、分数为 60 以下则表示不满

意。护理满意度=（十分满意+一般满意）/n*%。 
（3）对比分析出组间患者血糖控制情况。主要包

含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和餐后 2 小时血糖。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临床实验结果数据使用统计学软件 SPSS 

23.0 对其进行相关的统计以及分析，实验数据中涉及

到的计算型指标则以例（n/%）对其进行表示，并使用

χ2 值对其进行检验，而涉及到的计量型指标则选用均

数±标准差（ sx ± ）对数据展开描述、同时采用 t 进
行检验。P＜0.05，则代表本次实验的两组具有显著性

差异。 
2 结果 
2.1 护理效果分析 
观察组：显效 27 例，有效 5 例，无效 1 例，护理

有效率（96.97%）。 
对照组：显效 18 例，有效 7 例，无效 8 例，护理

有效率（75.76%）。 
组间患者护理效果进行对比，（χ2值=6.3041，P= 

0.0120＜0.05）。 
2.2 护理满意度分析 
观察组：十分满意 25 例，一般满意 7 例，不满意

1 例，护理满意度（96.97%）。 
对照组：十分满意 13 例，一般满意 11 例，不满

意 9 例，护理满意度（72.72%）。组间患者护理满意

度展开对比，（χ2值=7.5429，P=0.0060P＜0.05），如

下表所示。 
2.3 组间患者糖代谢指标对比分析 
观察组：糖化血红蛋白（5.15±1.04％）、空腹血

糖（7.41±0.09mmol/L）以及餐后 2h 血糖（6.66±0.11 
mmol/L）。 

对照组：糖化血红蛋白（6.25±1.52％）、空腹血

糖（6.88±0.15mmol/L）以及餐后 2h 血糖（6.15±0.13 
mmol/L）。 

差异有意义 t=3.4310、17.4049、17.2039，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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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现如今，医学模式已然出现转变，临床护理工作也

需要作出相应转变，人性化护理也会变为一种趋势[4]。

在儿童糖尿病这一疾病之中，人性化护理干预措施可

以使得患者获得显著护理效果。人性化护理主要秉持

着一切站在患者的角度上进行思考的科学护理理念。

通过健康宣教，可以帮助其不断了解与疾病相关的之

时，树立信心[5]。饮食干预可以使得患者正确补充营养，

对糖分的摄入可以减少，进而降低血糖实际发生几率，

加强患者身体免疫力。心理护理可以促进患者消除内

心的负面情绪，积极参加到护理活动中，使得患者具

有较好护理依从性，缓解患者内心的焦虑、抑郁心理。 
据本文调查数据显示，观察组血糖水平要比对照

组低，护理效果以及护理满意度好于对照组，P＜0.05。
人性化护理对于儿童糖尿病患者护理具有重要价值，

可以改善患者最终治疗结局，缓和护患关系。针对患

者家属展开及时以及耐心护理，为患者家属展开健康

宣教，使其了解糖尿病有关医学知识。同时在护理之

中关注到患者的情绪变化，定期进行血糖指标检测，

力求从多个方面展开人性化护理。 
总而言之，人性化护理在儿童糖尿病护理中具有

十分重要的价值，可以有效提升患者的护理效果以及

护理满意度，对于患者糖代谢指标控制具有积极影响，

建议在临床中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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