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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延伸护理对糖尿病患者生活质量及护理满意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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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浅析糖尿病延伸护理对糖尿病患者生活质量及护理满意度的影响。方法：我院62例糖尿

病患者是研究样本，随机分成对照组 (n=31，常规护理 )、观察组 (n=31，延伸护理 )，观察其对患者生活质量

和护理满意度影响。结果：两组比较，生活质量评分较高的一组是观察组；两组比较，护理满意度较高的一

组是观察组 (P<0.05)。结论：治疗糖尿病时为其予以延伸护理，在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同时还可获取患者较

大的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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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Diabetes Extended Nursing on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in Diabetic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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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diabetes extended nursing on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in diabetic patients. Methods: 62 patients with diabetes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ized into control 
groups(n=31, routine nursing) and observation group(n=31, extended care)to observe the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two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a higher score of quality 
of life; Compared with the two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higher nursing satisfaction(P<0.05). Conclusion: 
extended care for diabetic patients can als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nd achieve greater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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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所表现的特征是代谢性疾病，人体糖代

谢在受到影响的同时还会对蛋白质代谢造成影响，

最为典型的症状是多食、多尿、体重下降。由于其

是终身性疾病，需长时间定期服药，适量进行运动，

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有效对人体的血糖进行控制
[1]。糖尿病的治疗仅靠药物很难达到预期治疗效果，

良好的护理是控制患者病情恶化的基石。因为通过

护理可对患者的生活方式、饮食等各个方面均展开

干预，这样可有效控制患者的血糖，控制病情恶化。

为有效对患者的病情进行控制，现对收治的 31例患

者实施延伸护理，比较其和单一实施常规护理的异

同，干预报道分享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我院 62例糖尿病患者是研究样本，编选时间：

2019年 10月～2020年 10月；分组方式：计算机简

单随机化；小组：对照组 (n=31，男女数值19: 12)，
年岁56～79岁，中间值 (61.3±4.8)岁，1型糖尿病3
例、2型糖尿病 28例；观察组 (n=31，男女数值 17: 
14)，年岁57～80岁，中间值 (61.2±4.9)岁，1型糖

尿病4例、2型糖尿病27例；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无显

著差异 (P>0.05)。入选患者均知情。

1.2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主要是为患者讲述疾病知

识，指导其掌握自我护理的方法。

观察组：延伸护理。具体护理措施如下：(1)院
内护理：所有患者均接受相同基础干预，为患者宣

教运动、饮食、药物治疗方面的相关知识，指导患

者学会自我监测血糖，专科护士为其发放小册子进

行相关知识宣教。出院前，指导患者了解胰岛素正

确的注射方法，为患者与家属讲述出院后注意事项

以及康复措施。(2)构建糖尿病随访小组：选择年资

较高的主管护师任职随访小组成员，负责患者出院

后 1年内的按期随访，经微信、电话等方式对院外

展开教育管理，并对其血糖血压进行跟进，掌握饮

食与运动等规范执行状况，统计血压和并发症状况，

一旦遇到问题可及时进行探查。针对患者提出的问

题进行解答，制定康复保健与运动饮食计划，由护

理小组成员记录患者糖化血红蛋白、血糖水平。(3)
饮食干预：按照患者的实际饮食对个性化饮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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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指导，核心以低热低脂、总热量控制为主，展

现食谱的多样化，保证进食规律，定时定量。(4)运
动干预：引导患者适当进行有氧运动，遵循适量、

经常性原则，在患者的耐受范围内为其安排运动。

(5)生活干预：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定期对衣物用品

进行更换，若有不适产生可及时就诊，积极配合进

行治疗。(6) 居家护理指导：在糖尿病管理数据库

中录入患者的基本信息资料，对护士展开积极的培

训。出院前期由专科护士对其展开健康指导，帮其

学习并介绍居家护理平台基本功能与操作之法，并

由护士向患者指导，使患者掌握居家护理方法。(7)
分析监测数据：设置微信群，与患者保持联系，记

录 2周内监测的患者体重与血糖数据，护士可与医

生共同研究分析。(8)保健教育：护士定期借助课堂

教育、微信及在线咨询等平台推送等供应保健知识，

讲述饮食、运动等实际控制，讲述血糖监测设备正

确的使用之法。(9)指导居家血糖测量：叮嘱患者居

家自行对血糖和体重进行测量，监督其复诊，约定

随访时间，定期准备随访。

1.3观察指标

(1)运用生活质量量表 (QOL)，对患者从心理、

生理、环境适应、社会生存质量几个维度开展，评

估患者生活质量，量表题目：20个，总分：100分，

分数越高，代表患者生活质量越高。(2)评估患者护

理满意度。问卷调查表自行设计，其内容包括护士

的服务态度与指导的耐心程度，制作为电子版，建

立微信群，在群内共享，患者居家护理指导两周后

填写此表，共享到微信群。总分：100分；极度满意：

90～100分；满意：75～89分；不满意：70分以下；

护理满意度=总例数-不满意例数与总例数占比。

1.4统计学分析

SPSS20.0软件来剖析本研究所得数据，计量资

料：( x±s)、计量资料：t检验，计数资料：χ2检验

观察。P<0.05有差异。

2结果

2.1分析生活质量

两组比较，生活质量评分较高的一组是观察组

(P<0.05)。见表1。

表1　生活质量分析 [(x±s)分 ]

组别 例数 心理状态评分 生理状态评分 环境适应评分 社会生存质量评分 总评分

观察组 31 22.5±1.3 23.6±1.7 21.6±1.4 23.4±1.1 88.5±1.6

对照组 31 21.5±1.8 22.5±1.2 20.4±1.5 21.3±5.5 85.6±8.8

t - 2.508 2.943 3.256 2.085 1.805

P - 0.007 0.002 0.001 0.021 0.038

2.2分析护理满意度

两组比较，护理满意度较高的一组是观察组

(P<0.05)，见表2。

表2　护理满意度分析 [n(%)]

组别 例数 极度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 31 17(54.8) 13(41.9) 1(3.2) 30(96.8)

对照组 31 11(35.5) 7(22.6) 13(41.9) 18(58.1)

χ2 - - - - 11.164

P - - - - 0.001

3讨论

糖尿病是临床常见的内分泌疾病，发病率较高，

需长时间治疗，保证患者机体血糖水平。多数患者

因为缺乏专业监管和指导，日常生活自我管理能力

较长，无法按照医嘱服药，导致血糖无法得到有效

控制 [2]。所以，恰当的护理不失为一类良好的干预

方法，可帮助患者实现血糖的有效控制。糖尿病自

我管理是在社区开设，患者出院后实施的自我管理、

治疗、护理均与其并发症的控制有深远意义 [3]。直

接从院内至院外建立完整护理体系，维持患者的血

糖水平稳定，有效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延伸护理是对常规护理的一种延伸，涉及方面

众多，可结合患者生活、饮食、运动习惯，有计划

的对患者实施居家指导。叮嘱患者规律饮食，饮食

以低脂、低热量食物为主 [4]。结合自身实际状况适

当进行有氧运动。另外，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保

证充足的睡眠。

延伸护理是院外延伸实施的一类护理，患者于

院外也可完成较多的科学护理，有效对糖尿病并发

症起到预防作用。与常规护理相比，占据一定的优

势，于院外对其开展诸多的综合性管理，可实现糖

尿病的集中化护理与治疗，使得治疗方案更为科学、

安全、有效 [5]。研究数据得出：延伸护理可有效对

人体血糖浓度起到控制作用，对糖尿病有良好的预

防作用。

糖尿病延伸护理是在患者出院后保证良好护理

依从性，这些年从研究中可发现，为糖尿病患者实

施延伸护理，可经微信或电话不断提升糖尿病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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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水平，确保自我护理准确性 [6-7]。研究数据得

出：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与护理满意度均较

高 (P<0.05)。这是因为观察组是在常规护理的基础

上实行延伸护理，在此护理的干预作用下可有效对

患者的病情加以延缓，减轻疾病对患者所造成的痛

苦，以免其对生活造成不便。在延伸护理干预下，

患者血糖稳定性可得到良好保证，护理中可与护理

人员有效沟通，降低孤独感，还可对患者的生活质

量起到良好的改善，也更容易获得患者的满意 [8]。

综上所述，为糖尿病患者在治疗期间予以延伸

护理，可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与护理满意度，应用效

果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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