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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了解老年糖尿病足（凿蚤葬遭藻贼蚤糟 枣燥燥贼 怎造糟藻则袁阅云）患者的日常自我管理及社会支持情况，

为改善其健康管理效果提供证据。

对 圆园员猿 年 员圆 月耀圆园员源 年 员 月在南京军区
采用目的抽样，

糖尿病足中心住院治疗的 员缘 例老年 阅云 患者进行个人深入访谈。

患者能自我监测血糖，
但饮

日常照护需求未得到满足。
食控制、
足部保健和运动干预等非药物治疗能力不足；

应培养老

将跨学科的专业化服务前移至社区，
并发展我国社区老年健康照护
年 阅云 患者综合自我管理技能，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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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 尿 病 足 渊凿蚤葬遭藻贼蚤糟 枣燥燥贼 怎造糟藻则袁阅云冤 是 糖 尿 病 患

一尧 对象和方法

者常见的严重并发症之一遥 病程在 缘 年以上或血

渊一冤调查对象

糖长期控制不佳的患者袁极易出现感染尧溃疡和坏
疽等严重足部并发症

咱员暂

遥 我国老年 阅云 的发病率高

采用目的抽样法袁 选取 圆园员猿 年 员圆 月耀圆园员源 年

达 圆援苑豫耀员源援缘豫袁 其截肢率是非糖尿病患者的 员苑耀

员 月在南京军区糖尿病足中心 渊隶属于南京军区联

大袁 在美国平均单 个溃疡的治 疗费 用为 源 远园园 美

作为访谈对象遥根据野信息饱和冶原则袁最终研究纳入

源园 倍袁病死率达到 圆缘豫左右遥 同时袁阅云 治疗花费巨
元袁 在中国的治疗费用为数千元至数万元不等 咱圆暂遥
由于目前糖尿病无法治愈袁提高 阅云 患者特别是老

勤部解放军第四五四医院冤 病房内住院的 阅云 患者

了 员缘 例患者袁年龄均在 远园 岁及以上遥所有研究对象
均签署知情同意书遥

年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袁对改善糖尿病症状尧延 缓

渊二冤调查方法

病程进展显得尤为重要遥 但 是袁阅云 患者的疾病自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个人深入访谈法袁 目的是

我管理能力需要在一定的专业技术指导和社会支

了解患者的病情发展和就诊经过袁 自我疾病管理行

持环境下才能有效提高遥 本研究旨在了解老年 阅云

为尧自身评价尧接受专业技术指导情况和社会支持水

患 者 疾 病自 我 管 理 的 现 状 和 社 会支 持 的 水 平 袁分

平等遥访谈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主持袁访谈地点根据

析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袁 为提高患者自我管理水平

患者的活动受限情况选择在病房或病区的办公室袁

提供政策依据遥

保证访谈环境安静尧明亮尧舒适袁不易受外界干扰遥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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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访谈对象同意后袁对访谈内容进行录音袁平均每个
患者的访谈时间为 猿园耀远园 皂蚤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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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反映袁 住院前通常不重视足部的保健和护
理袁也不了解如何去做袁例如温水洗足防止烫伤尧冻

渊三冤资料分析

伤袁鞋袜宽松袁冬季肢端保暖等遥 也对足部溃疡早期

由经过培训的调查组成员将访谈录音转录尧整

的征兆不清楚袁 往往将 阅云 的水泡认为是普通的烫

理成文档袁然后由 圆 名研究者分别对录音和文字资

伤引起遥在本次住院治疗过程中袁患者才认识到这项

料进行整理和校对遥 借助 酝粤载匝阅粤 员员 软件对访谈

措施的重要性袁提出要落实到今后的生活中遥如有患

分析法对访谈内容进行分析和总结遥

知道袁这些是管床医生尧护士告诉我的袁一来住院就

资料进行编码尧归类袁并经研究小组讨论袁采用内容

二尧 结

果

渊一冤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
接受访谈的 员缘 名老年 阅云 患者中袁平均年龄 远苑

者表示院野现在都晓得洗脚水不能超过 猿怨 度遥以前不
跟我们说了遥冶 野在家脚痒袁喜欢用开水烫脚遥 晚上睡

觉要灌热水袋遥现在知道不能用了袁实在要用就打电
话给儿子女儿遥 冶 野这个腿比较怕冷袁天冷了我就把
热水袋带过来了遥热水袋用布包起来袁烫坏了自己找

岁渊最小 远园 岁袁最大 愿圆 岁冤袁男女性别比 愿颐苑遥 圆 辕 猿 的

自己麻烦噎噎像我夏天出门不穿凉鞋袁不穿拖鞋袁穿

过截趾手术遥 圆 辕 猿 以上的患者自报患有高血压尧冠心

不要穿遥 冶

访谈者有 员园 年以上的糖尿病病史袁其中有 员 人接受
病尧肾脏病尧视网膜病变或其他糖尿病并发症遥 所有
患者均接受胰岛素治疗袁除 圆 人为自费治疗外袁其他
患者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遥

凉鞋会磨得疼袁硬鞋也不能穿袁穿软底的袁皮鞋尽量
渊三冤社区专业技术支持
我国自 圆园园怨 年起实施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袁要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居民提供病情评估尧分

渊二冤老年 阅云 患者的自我管理意识和现状

类干预和生活方式指导的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 服

大部分访谈对象认为袁血糖的控制情况影响了

务遥本次调查显示袁访谈对象实际并没有接受这类规

其并发症的发生发展袁意识到平时控制血糖的重要

范化的系统服务遥 所有访谈者都参加单位或社区组

性袁能根据医嘱用药袁但对糖尿病并发症的预防意识

织的免费体检服务袁 但极少数在社区建立了健康档

不足遥如有患者表示院野这下渊住院冤相信了遥一般的人

案袁没有患者提到社区医生个体化的随访服务遥如有

都不知道糖尿病会造成脚这样袁就像我以前也没听

患者表示 野知道社区糖尿病防治服务袁不知道建立

说过袁只知道糖尿病把血糖控制好就好了遥 冶
员援 血糖监测

健康档案噎噎但会参加居委会的体检袁圆 年 员 次遥 冶

对于社区健康教育活动袁 不少患者知道社区开展糖

血糖监测是日常评估 血糖达标不可缺少的手

尿病防治相关讲座袁有的社区也会主动通知患者袁但

段遥访谈者大部分反映在家中添置了监测设备袁或会

几乎没有去参加的遥 即使有意愿袁多数也不会参加遥

去医疗机构进行日常的血糖监测遥 当发现监测结果

如有患者表示院野渊社区冤 讲座我们一般不怎么去袁要

不理想时袁主要通过自行调整膳食来应对遥 如有患

么一年去参加一次两次就差不多了遥 冶野平时居委会

者表示院野渊血糖监测冤会渊做冤的袁如果高了袁也没办

里也有讨论袁要问我爱听么钥 我不爱听袁他们会打电

法袁就只能减少饭量遥 冶野买的血糖仪都有袁自己夜里

话叫我去听课遥 冶

里开水泡泡袁血糖控制在 苑 左右袁早晨餐前高血糖不

住院期间开展的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则比较受 欢

十点多钟加一餐袁平时食堂给的饭吃一半袁留一点夜
要紧袁低血糖太可怕了遥 冶
圆援 饮食控制

较多访谈者认为除了药物控制以外袁饮食控制
对血糖的影响比较大遥 尽管如此袁一些患者也承认
野管住嘴冶不易袁自制力不强遥如有患者表示院野我可喜

欢吃橘子了袁从年轻到现在袁年年犯病袁好了伤疤忘
了痛遥 冶 野有的时候还是要靠自己袁有意志袁包括这个

管住嘴啊袁饮食方面袁自己要有一股意志力遥 冶野血糖

虽然社区健康教育活动患者的参与度不高袁但

迎遥 有患者表示院野我这次来看到宣传单上介绍饭量
应该怎么吃尧用多大的碗袁就懂了遥我说太好了袁拿了
好几张回去遥 冶 野没有听过社区的健康教育课啊遥 来
医院治疗时愿意听袁我喜欢听啊袁开会我就听袁听了
有好处噎噎我听了会照要求做袁就是有时候不记得袁
容易忘遥 冶

渊四冤日常照护支持
被访谈者也谈到日常照料中的诸多困难遥 他们

经常查袁控制饮食袁都恢复得很正常了袁到后来好像

认为现在野养儿防老冶基本不现实遥 有的还需要资助

无所谓了袁又不管了袁什么都吃遥 冶

子女袁照料孙辈袁平时得不到较好的照顾遥对于因 阅云

猿援 足部保健

影响生活自理能力的独居老人袁 他们普遍认为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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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人员短缺袁聘用费用也比较高遥 患者呼吁从刚

本的足部保健知识袁意识到糖尿病足可以预防袁有意

毕业的学生和社区退休人员中培养具有相关技能的

愿建立这种保健行为遥 研究表明袁正确的足部护理尧

人员袁希望国家建立相关保障制度以减轻他们日常

良好的血糖控制和糖尿病教育可避免大约 愿缘豫的

照护所需的经济负担遥 如有患者表示院野现在看病真
看不起啊袁儿子都要上班袁他们也负担重袁孙辈都读
大学遥 我一个人住袁还必须要找个钟点工遥 我又不能
自理袁虽然饭能吃袁菜能烧袁但需要他们去购买和清
洗袁我脚不方便袁现在的裤子穿不下袁袜子穿不下遥
所以住院住不起袁 害怕住院遥 住院还要另外请护

糖尿病足截肢事件袁 因此提供患者必要的保健知识
和技能相当重要 咱远原苑暂遥 盂访谈中袁患者均未提及采用
适宜的运动预防和干预 阅云 的发生发展遥 而既往干
预研究表明袁运动疗法具有效果好尧治疗成本低尧易
于接受尧不良反应少的特点 咱愿原怨暂遥 但运动疗法需要专
业人士结合患者自身情况袁 量身定制个性化的运动

工遥 冶 野年纪大了袁到生命晚年了袁也没有办法袁平时

处方遥

顾我遥 冶

务袁有必要将饮食控制尧足部保健和运动干预等保健

为 了 更 好地 给 老 年 阅云 患 者 提 供 健 康 管 理 服

和姐姐妹妹一起袁也对她们说对不起了袁老要你们照

服务前移至社区袁通过加强营养尧康复尧内分泌等专

三尧 讨论和建议

业医护人员与社区的合作袁 开发糖尿病患者的社区

渊一冤 单纯血糖监测难以减少 阅云 并发症的发

专项健康教育项目袁实现跨学科尧专业化尧重基层的
教育指导遥

生袁需要与其他管理措施密切结合

渊四冤 老年 阅云 患者日常照护需求未得到满足袁

访谈对象自述能够实 施日常的自我血糖监测
渊泽藻造枣鄄皂燥灶蚤贼燥则蚤灶早 遭造燥燥凿 早造怎糟燥泽藻袁杂酝月郧冤袁但仍无法阻止

亟需发展我国健康照护制度和队伍

均表明袁杂酝月郧 使糖尿病患者了解自身血糖水平袁有

降尧疾病致残率高等原因袁在医疗救助尧生活服务和

助于改善胰岛素使用者的血糖控制效果遥 此外袁侯云

康复训练等方面有较高及特殊的需求袁 但这些需求

英等 咱源暂的分组 酝藻贼葬 分析还显示袁单纯采用 杂酝月郧 并

目前尚难以得到满足遥在老龄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袁

无改善血糖控制率的作用袁 如果合并调整糖尿病管

有必要加快发展老年长期照护服务模式和制度的建

理方案袁则可使糖化血红蛋白渊匀遭粤员糟冤显著下降遥 本

设袁开发以老年慢性病护理为主题的护理项目袁为老

研究中袁访谈者面临日常血糖监测不良时袁通常只依

年 阅云 患者提供来访看护尧康复训练尧居家护理尧生

阅云 的发生遥 孕燥燥造泽怎责 和侯云英等

本次访谈发现袁 老年 阅云 患者由于活动能力下

咱猿原源暂

的系统综述研究

靠减少饭量来调节曰 而且对于老年人来说袁杂酝月郧 的

活指导等服务袁促进其康复袁缓解痛苦遥 访谈中袁阅云

操作技能也存在一定问题遥 单纯督促老年糖尿病患

患者特别提到袁 现有照护市场中的服务人员良莠不

者进行 杂酝月郧 显然不是一个经济有效的方法袁 必须

齐袁专业性不强遥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其他一些国家的

与患者的管理相结合遥 医务人员应帮助患者制定个

经验遥如日本尧德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一定的人力

体化饮食尧运动干预和药物治疗方案袁使患者掌握自

资源培训与考核机制袁照护渊服务冤人员需通过相关

我疾病管理技能袁并充分发挥效果遥

培训尧国家考试才能获得从业资格袁同时服务质量有

渊二冤饮食控制尧足部保健和运动干预能力不足袁
患者非药物治疗需要专业指导
在治疗以外的日常保健方面袁访谈者的知尧信尧
行具有以下一些特点院淤大部分患者认为饮食过量

严格的控制措施 咱员园原员员暂遥 另外袁在费用负担方面袁我国
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也应重视老年患者这方面
的问题和需求袁特别是解决贫困尧重症患者的疾病经
济负担遥
老 年 阅云 患 者 的各 类 健 康 管 理 措 施 需 密 切 结

是血糖水平不稳定的主要原因袁也承认饮食控制的
方法不得当袁并难以持久遥 这显示出糖尿病患者饮

合袁卫生服务应前移至社区袁实现跨学科的专业化指

食控制的态度普遍积极袁但缺乏合理的糖尿病饮食

导袁重点发展我国社区居民健康照护体系袁加强对老

知识和改善这种生活方式的自我效能遥有研究显示袁

年患者的健康照护与关怀袁 从而切实增强他们的疾

即使住院的糖尿病患者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袁油脂尧

病自我管理能力袁减轻疾病负担遥

食盐尧鱼虾尧谷类等的日均摄入达标袁饮食结构和行
为符合糖尿病饮食治疗的要求袁出院后受多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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