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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型糖尿病食物成瘾患者饮食依赖的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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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2型糖尿病 (T2DM)食物成瘾 (FA)患者饮食依赖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描述性质

性研究方法，选取2019年11月～2020年12月上海市某三级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T2DM FA患者12名，进行

半结构式访谈，运用Colaizzi七步分析法分析资料。结果：T2DM FA患者饮食依赖共提炼出四个主题：患者

对糖尿病饮食自我管理认知程度低、患者自我饮食管理态度不积极、不良的食物需求心理、缺乏社会支持系

统。结论：T2DM患者FA患者饮食依赖受到疾病知识、饮食态度、饮食习惯及不良饮食需求心理等多重因

素影响，未来应重视患者心理问题，考虑将患者、及主要共同生活者共同纳入糖尿病食物成瘾患者饮食管理

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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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etary compliance in type 2 diabetic food 
addiction patients. Methods: Using descriptive research methods, we selected 9 type 2 diabetes food addiction 
patients who were hospitalized in the endocrinology department of a tertiary hospital in Shanghai from November 
2019 to December 2020.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and the data was analyzed using the Colaizzi 
seven-step analysis method. Results: The dietary dependence of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with food addiction 
has extracted four themes: low awareness of patients with diabetic diet self-management, patients’inactive attitude 
towards self-diet management, poor food demand psychology, and lack of social support systems. Conclusion: 
The dietary compliance of type 2 diabetic patients with food addiction is affected by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disease 
knowledge, diet attitude, eating habits, and poor dietary demand psychology. In the futu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patients, and patients and major co-living persons should be included in diabetic 
foods. The diet management of addicted patients is 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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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成瘾 (food addiction，FA)是一种复杂的慢

性疾病，导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某种食物产生过

度依赖与过度进食等相关行为特征 [1]。我国血糖正

常人群FA患病率仅有1.3%，而初发2型糖尿病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患者中食物成瘾患病率为

8.6%[2]，有研究评估显示70%的T2DM患者满足FA
的诊断 [3]，FA在T2DM人群中发生率偏高，因此降

低FA无疑是未来治疗的一个新思路。本文就立足于

运用耶鲁食物成瘾量表 (YFAS)[4]判定为FA的T2DM
患者，通过深度访谈，探讨其饮食依从性相关过程

的情感体验，力图寻找其背后的主观原因，为提出

相关建议提供参考。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取目的抽样的方法，于2019年11月～2020年
12月选取上海市某三级医院内分泌科住院T2DM FA
患者，进行深入访谈，最大程度获取其相关信息。

纳入标准：确诊为FA的成年T2DM患者；能沟通且

自愿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合并肿瘤或心肺功能

异常者；处于妊娠期的患者。样本量根据资料饱和

为原则，分析时不再出现新主题终止访谈 [5]，本研

究共访谈患者 12名，其中男性 7名，女性 5名。如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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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受访者一般资料

编号 性别 年龄
文化 
程度

婚姻 
状态

糖尿病
病程 
( 年 )

是否接
受过饮
食教育

是否接
受饮食
治疗

A 男 23 初中 已婚 1 是 否

B 男 33 大专 未婚 1 否 否

C 女 47 中专 已婚 5 是 是

D 男 28 本科 已婚 2 否 否

E 女 61 小学 丧偶 10 是 是

F 男 38 初中 已婚 6 否 否

G 男 55 小学 离异 13 是 是

H 男 44 硕士 已婚 4 是 是

I 女 65 小学 已婚 8 否 否

J 男 40 大专 已婚 3 否 是

K 女 39 本科 已婚 1 否 否

L 女 48 中专 已婚 5 是 否

1.2方法

1.2.1资料收集　采用描述性质性研究的方法对

患者访谈，访谈提纲由研究者通过文献阅读、临床

实际情况拟定初稿，参考糖尿病临床护理专家的意

见；选取 2名受访者进行与访谈，最终形成访谈提

纲。与患者约定访谈地点与时间，访谈前再次详细

说明本次研究目的、方法及意义，以确保患者全部

理解并就访谈现场录音问题取得患者知情同意。

1.2.2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访谈结束24小时内反

复聆听录音，将录音内容逐条整理成文字资料并反

复阅读，结合现场笔记对资料进行分析、推理和归

纳，按照Colaizzi现象学资料7步分析法对访谈资料

分析。每次访谈时间约为 40min左右，以不使受访

对象疲劳为准。

2结果

2.1主题一：患者对糖尿病饮食自我管理认知程

度低

2.1.1患者缺乏糖尿病饮食知识　1杯 300ML的

可乐中所含热量为 150kcal，相当于正常人慢跑 2小
时的耗能，18粒花生米相当于一汤匙油。A：我家

开小餐馆，吃饭时间不固定。H：我都外面吃，不

吃撑就好。J：我菜里又没有放糖。

2.1.2信息获取途径泛滥难以去伪存真　患者知

识缺乏，科技进步信息获取渠道多，无法判断正确

性。D：我平时要加班也没空去翻资料，得过且过

着。E：听医生护士讲课，转身就忘。G：医生不让

吃粥，电视上说可以吃粥，哪个对。

2.2主题二 : 患者自我饮食管理态度不积极

有惰性安于现状，饮食控制与自身关系不大，

认为医生喜欢把问题说的很重，回避式安于现状。

A：我这么年轻，就是得了糖尿病应该也没啥。H：

出差饭点不规律，知道这样不好，可也没办法。F：
我有几天按照医生说的饮食控制，可是血糖也没低

下来。I：天天要忌口太麻烦了。K：按照医生说的

吃饭太复杂，我记不住。患者内心明确饮食控制管

理的重要性，明知自己的饮食方式会带来不良后果

却不能持之以恒的坚持。

3讨论

3.1糖尿病知识教育及人文关怀

3.1.1提升糖尿病食物成瘾患者疾病知识　糖尿

病患者健康教育方式多样化，但可能因医护人力、

资源等原因，受益的患者仍占少数。T2DM FA患者

对三大营养素的掌握，及饮食结构的认识严重不足，

根据不同糖尿病不同人群制定相应的教育方式并建

立反馈机制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3.1.2促进糖尿病食物成瘾患者心理健康　FA个

体在抑郁症状、情绪调节障碍、情绪进食、需求特

征、动机、冲动、心理健康问题和成瘾家族史等方

面的问题显著 [6]，为FA的临床意义提供了支持。鼓

励家人、朋友一起参与自我管理，并对患者自我管

理行为多予以肯定 .以提高其自我效能。让患者充分

认识到自己有能力、有责任进行自我管理；可通过

逐步设立目标帮助患者树立信心，进而体验到自我

管理的好处并坚持自我管理行为；对有负性情绪的

患者早期采用药物干预。

3.2加强自我管理教育力度

糖尿病饮食治疗是疾病控制最经济有效的方式，

设立糖尿病健康教育教室等注重强化和反馈。设立

糖尿病专科护理门诊，普及糖尿病知识教育。有效

的指导可调动患者的积极性，能防止患者出现角色

缺如或角色消退等不良现象，临床中健康教育者宣

教时要注意个性化。

总之，2型糖尿病患者食物成瘾患者饮食依从性

受到疾病知识、饮食态度、饮食习惯及不良饮食需

求心理等多重因素影响，未来应考虑将患者、及主

要共同生活者共同纳入糖尿病食物成瘾患者饮食管

理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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