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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护理在老年冠心病合并 2 型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任维玲 

山东颐养健康集团莱芜中心医院  山东济南 

【摘要】目的 实验将针对老年冠心病合并 2 型糖尿病患者实施社区护理管理，进一步提高患者的病情

管控成果，保障生活质量。方法 研究筛选出了一共 156 例老年冠心病合并 2 型糖尿病患者为对象，都于 2
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进入本院治疗，以平行对照法为原则分组。对照组实行常规护理模式，观察组实

施社区护理管理，对比护理成果。结果 从数据可见，观察组患者的血糖水平控制效果优于对照组，对比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此同时，在患者的心功能各项指标的对比下，观察组患者也优于对照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最后，在统计半年内患者心绞痛和低血糖的发生率上，可见观察组均较少发生，在生

活质量的对比中，各个项目评分高于对照组，可见差异显著（P＜0.05）。结论 采用社区护理管理对于老年

冠心病合并 2 型糖尿病患者的康复治疗效果显著，有助于稳定血糖和心功能水平，同时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患者容易接纳，值得在继承借鉴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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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experiment will implement community nursing management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patient's disease control results and 
ensure the quality of life. Methods A total of 156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were screened out in the study, and they were all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or treatment from January 2021 
to December 2021, and were groupe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parallel control. The control group implemented 
routine nursing mod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implemented community nursing management to compare 
nursing results. Results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data that the control effect of blood sugar level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comparison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t the 
same time,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lso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under the 
comparison of various indicators of cardiac function of the patients,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inally, in the incidence of angina pectoris and hypoglycemia in the six month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s fewer occurrences. In the comparison of quality of life, the scores of each item are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is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community nursing management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rehabilitation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which is helpful to stabilize blood glucose and cardiac function levels. 

【Keywords】Community nursing; Elderly coronary heart disease; Type 2 diabetes; Application effect 
 
不论是糖尿病还是冠心病，都属于当下常见的

慢性病，而两者的发生具有关联性，会延长患者的

病程，并造成恶性循环，导致疾病迁延难愈[1]。这

就会威胁到患者的生活质量，且在近年来人们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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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方式改变老龄化进程加快患病人数增加，由于长

期处于慢性病的状态中导致患者的情绪质量下降，

个体化的护理模式，难以满足患者的全面需求，在

出院后仍然存在血糖波动以及其他疾病并发症问

题，故而我们提出通过社区护理方案，更好的指导

老年患者的日常生活及用药治疗[2,3]。鉴于此，研究

筛选出了一共 156 例老年冠心病合并 2 型糖尿病患

者为对象，都于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进入本

院治疗，以平行对照法为原则分组。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筛选出了一共 156 例老年冠心病合并 2 型

糖尿病患者为对象，都于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进入本院治疗，以平行对照法为原则分组。其中

观察组男性 40 例，年龄区间保持在 21 到 76 岁，均

值（48.63±4.72）岁；女性 47 例，年龄区间保持在

52 到 76 岁，均值（47.51±4.93）岁。对照组男性 4
4 例，年龄区间保持在 21 到 76 岁，均值（58.63±4.
72）岁；女性 43 例，年龄区间保持在 52 到 77 岁，

均值（57.51±4.93）岁。客观比较上述每组资料，达

到研究标准，P＞0.05，无统计学意义。 
在沟通过程中，针对具体涉及到疾病管理的重

要性、疾病治疗方法、方案的优势以及可能出现的

问题。通过对以上四个方面的说明与患者保持良好

沟通，并且进行书面文件的签署，确保患者对接下

来的治疗、护理措施具有知情权。 
1.2 实验方法 
对照组实行常规护理模式，主要是听从院内治

疗的医嘱，进行日常用药和饮食改善。 
观察组实施社区护理管理，为患者建立个人健

康档案，并且能够规范饮食，运动，对病情进行长

期的监测。在征求患者同意的情况下，了解其电话

和家庭住址，以便于进行随访调研，在病史上要了

解患者的既往病史以及是否规范就诊，按医嘱用药，

同时了解患者的自我控制能力。在定期随访过程中，

还可以以社区小区为单位进行健康知识讲座，并且

通过义诊的形式帮助患者了解疾病的相关内容，还

可以加强血糖的日常测定。在饮食中则需要专业的

营养师进行指导，重视高血糖患者的营养需求，同

时。要做到饮食结构均衡，要符合低盐低脂低糖的

标准。在运动建议方面需要重点讲解运动锻炼的有

益处，且能够提升心肌收缩力改善血管功能。在社

区护理中还需要加强用药指导以及对药物的副作用

进行说明。包括患者病情如果朝着严峻化方向发展，

也会出现并发症。当出现低血糖，心动过缓，心动

过速等情况下，应当及时就诊进行治疗。最后则是

心理指导帮助患者疏通心理问题，积极面对治疗，

对于慢性病必须长期服用药物，这也引起很多患者

的担忧，应当重点讲解药物副作用，并且对负面情

绪的产生进行原因分析，培养患者的兴趣爱好，更

加积极地面对慢性病的康复治疗[4,5]。 
1.3 评价标准 
本次实验需要进行血糖水平的测定，涉及空腹

血糖、餐后 2 小时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指标。 
同时还将对比患者的心功能指标，涉及左心室

射血分数、左心室收缩末径（mm）、左心室舒张末

径（mm）。 
此外，对比患者的生活质量，结合 WHOQO1-

BREF 量表，涉及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关系、

周围环境、独立能力，每个项目满分为 25 分。 
最后，统计患者心绞痛和低血糖的发生率。 
1.4 统计方法 
用 EXCEL 2007 for windows 建立数据库，患者

的信息确认无误后，所有数据导入 SPSS22.0 for 
windows 做统计描述以及统计分析。计数单位采用%
进行表示，计量数据采用（x±s）来进行表示。 

2 结果 
就数据中看，观察组患者的血糖水平控制效果

优于对照组，即在空腹血糖、餐后 2 小时血糖，糖

化血红蛋白指标上为（5.7±0.5）mmHg、（7.6±0.
6）mmHg 和（7.8±1.3）%，对照组对应为（6.3±0.
9）mmHg、（8.3±1.9）mmHg 和（8.2±1.1）%，

即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与此同时，在患者的心功能各项指标的对比下，

观察组患者也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如表 1 所示。 
此外，生活质量分析中，可结合 WHOQO1-BR

EF 量表，结果反馈在各个指标中均以观察组成效更

优，可见生活水平更高，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如表 2 所示。 
最后，在统计半年内患者心绞痛和低血糖的发

生率上，可见社区干预下，观察组患者的发生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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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5.1%（4/78）和 10.3%（8/78），对照组则为 1
2.8%（10/78）和 30.77%（24/78），可见差异存在

统计学意义。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心功能指标（x±s） 

组别 例数 
左心室射血分数（mm） 左心室收缩末径（mm） 左心室舒张末径（mm）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78 63.36±2.51 54.21±2.14 39.36±6.57 44.49±7.24 49.68±9.21 43.62±7.26 

观察组 78 63.87±2.36 45.43±2.25 38.25±5.48 35.42±8.40 48.77±9.13 36.40±7.19 

t  0.621 0.951 0.632 12.336 0.435 5.985 

P  0.087 0.102 0.092 0.005 0.132 0.004 

表 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对比分析（x±s，分） 

组别 生理健康 心理健康 社会关系 周围环境 独立能力 

对照组（n=78） 18.65±3.21 18.36±2.43 18.63±2.96 16.46±2.21 17.96±2.09 

观察组（n=78） 21.02±3.33 20.63±2.46 22.98±2.34 20.76±2.11 23.04±2.18 

t 3.434 2.315 4.356 4.093 5.024 

p ＜0.05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糖尿病已经是当下常见的慢性病之一，而但是

其已经不是单纯的疾病，是威胁到人类健康的重要

的公共卫生问题，此外，糖尿病作为终身性疾病没

有根治的方法，需要通过多种方案来进行控制，包

括药物治疗以及患者的饮食改善[6]。当二型糖尿病

患者合并冠心病后，其病情和生活特点均具有一定

的特殊性，需要长期服用多类药物，且生活饮食习

惯均会受到限制，但随着病情的常态化发展，患者

的依从性有所下降，在自我管理的意识上逐步减弱，

自我效能下降，这些都会导致血糖的波动以及不良

事件的发生[7]。由此我们要为患者提供社区规范的

护理干预，帮助患者控制血糖，血压，体重，更加

积极的科学地面对疾病的治疗。 
在社区护理指导下，能够纠正患者的错误生活

饮食习惯，并且对疾病进行健康宣教，更好地了解

疾病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如何提高生活质量[8]。对

于糖尿病合并冠心病的患者。康复的过程漫长且复

杂，有效的护理方式能够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在当

下合并以上疾病患者的人数越来越多，去中大型医

院集中治疗，并不适应现在的疾病发展，而社区护

理模式能够分担大型医院的压力，也防止了医疗资

源的浪费，能够为患者提供更为快捷基础的医疗服

务[9,10]。社区模式的推广在发达国家逐步成熟，我国

虽然起步滞后，但发展迅速，但仍然要优化社区服

务的内容和模式，在社区人员患者及其家属的共同

努力下构建良好的社区服务模式，为患者的病情需

要和身心需求提供帮助[11]。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在社区服务模式

下所取得的成果更佳，一方面心功能指标控制较好，

另一方面血糖水平也更为稳定。与此同时，在并发

症的发生率上，以观察组更低能够更好地保障患者

日常生活中的安全性，并为其提供健康指导，心理

疏导等服务。于子彤是为了保障患者的生存质量，

也应当在居家期间有良好的心态，同时按照医嘱用

药，再出现不适情况后应当进社区医院进行基础检

查，明确病情变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一个持续

的、客观的了解[12,13]。社区医疗作为我国医疗事业

发展的重要方向，能够覆盖一定区域的群众，为他

们的疾病治疗提供专业指导，通过随访调研能够深

入到患者群体中。通过社区护理模式的建立，随访

小组成员能够对患者所关心的问题进行归纳整理，

结合护理人员对冠心病合并 2 型糖尿病知识的讲

解，能够纠正患者以往的错误认知[14]。此外，在家

属的共同配合下以及患者的高依从性下，容易达成

更好的疾病管控结局。 
综上所述，采用社区护理管理对于老年冠心病

合并 2 型糖尿病患者的康复治疗效果显著，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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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血糖和心功能水平，同时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患者容易接纳，值得在继承借鉴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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