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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发糖尿病病人出院准备度现状与特点分析

胡摇 颖,刘摇 悦,徐浣白

[摘要]目的:探讨初发与再次 /多次入院糖尿病的出院准备度水平现状,并分析特点。 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各抽取初发糖

尿病与再次或多次入院糖尿病病人各 120 例,应用问卷调查法、出院准备度量表进行调查。 结果:初发糖尿病病人出院准备度

水平总分低于再次 /多次入院糖尿病病人(P < 0. 01)。 结论:初发糖尿病病人出院准备度水平偏低,再次 /多次入院糖尿病病

人出院准备度处于中高水平。 护理工作中,应根据初发与再次 /多次入院糖尿病病人的特点,有侧重地进行护理宣教及出院

指导,以提高病人出院准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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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ischarge readiness of patients with primary diabetes mellitus

HU Ying,LIU Yue,XU Huan鄄bai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The First People忆s Hospital of Shanghai,Shanghai 20008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status of discharge readiness of diabetes patients with initial and repeated / multiple admissions,
and analyze its characteristics. Methods:One hundred and twenty diabetes patients with initial admission and 120 diabetes patients with
repeated / multiple admissions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the questionnaire and discharge readiness scale by convenient sampling. Results:
The discharge readiness levels in diabetes patients with initial admission and diabetes patients with repeated / multiple admissions,
respectively,and the difference of which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1). Conclusions:The discharge readiness levels in diabetes
patients with initial admission and diabetes patients with repeated / multiple admissions are low and relatively high,respectively,and the
difference of which is significant. The nursing work should focus on the nursing education and discharge guidanc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abetes patients with repeated / multiple admissions,which can improve the readiness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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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糖尿病是一种以高血糖状态为特征的代谢紊乱

疾病,是最重要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之一,严重影响

了人类的生活质量[1]。 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与生

活方式的变化,糖尿病病人数量急剧增加[2],2 型糖

尿病病人占总人口比例从 1980 年的 0. 67% 飙升至

2013 年的 10. 4% [3 - 4],造成巨大的经济与社会负

担[1]。 由于糖尿病的难以治愈、病程长、并发症多

等特点,有效的自我管理可以改善血糖控制情况,从
而降低并发症,提高病人生存质量[5]。 而初发糖尿

病病人,由于对疾病认知不足、患病后负面的心理应

激,不利于疾病治疗及恢复,需做好充分出院前准

备[5 - 6]。 病人出院准备度由 FENWICK[7]在 1979 年

提出,用来评估病人出院时的准备情况,评估出院后

的进一步康复能力。 我国对出院准备度的护理应用

起步较晚,现逐步在内外科开展对出院准备的护理

服务[8 - 10]。 本研究旨在研究初发糖尿病住院病人

出院准备度现状,比较其与再次 /多次糖尿病住院病

人出院准备度的差别,以期为初发糖尿病病人提供

更佳的综合护理及出院前准备提供理论基础。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 摇 分别从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6
月收治于我科的初发糖尿病与再次或多次入院糖尿

病病人(既往未进行过出院准备度调查)中,采用便

利抽样法,各取 120 例病人。 入组标准:(1)符合

WHO 1999 年推荐的糖尿病诊断标准[11];(2)年龄

逸18 岁;(3)取得病人知情同意,自愿参与调查。 排

除标准:(1)有认知障碍或沟通障碍;(2)身体活动

受限,不愿意配合调查。
1. 2摇 研究方法摇
1. 2. 1摇 调查工具摇 (1)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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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籍贯、婚姻状况、健康保险、教育程度、生活情

况;疾病相关资料:入院方式、住院次数(首次、再次

或多次)治疗方案、糖尿病类型。 (2)出院准备度量

表,最初由 WEISS 等[12]编制,我科专家借鉴国内已

有汉化量表[13 - 14],编制出符合糖尿病的出院准备度

量表,共包括 23 个条目,涵盖自身状况(7 个条目)、
疾病知识(8 个条目)、出院后应对能力(3 个条目)、
可获得的社会支持(4 个条目)4 个维度。 采用 0 ~
10 分的自评计分方法,“0冶代表一点都不知道、完全

不能,“10冶代表完全知道、完全能,病人根据自身情

况进行评分,其中第 1 个条目为是非题,不计分。 评

分越高,代表病人对出院准备度越高。
1. 2. 2摇 资料收集方法摇 采用问卷调查法,由责任护

士于出院当天进行资料收集。 首先向病人说明研究

的目的和意义,征得病人同意后,指导病人对问题进

行自评并打分,20 min 内完成调查并收回问卷。 病

人一般资料、疾病相关资料信息来源于住院病历系

统。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24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30
份,有效回收率 95. 83% 。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初发糖尿病入院与再次 / 多次入院糖尿病病人

一般资料与疾病相关资料比较摇 结果显示,年龄、职
业、受教育程度、籍贯、生活状况、入院方式、有无并

发症、出院后治疗方式与是否初发或再次 /多次入院

具有高度相关(P < 0. 05 ~ P < 0. 01);性别、婚姻状

况与否与是否初发或再次 /多次入院不相关(P >
0. 05)(见表 1)。

表 1摇 初发糖尿病入院与再次 /多次入院糖尿病病人一般资料与疾病相关资料比较

分组 n 男 女
年龄 / 岁

摇 18 ~ 60摇 > 60摇
职业

职员摇 退休摇 务农摇 其他摇

籍贯

沪籍摇 非沪籍摇

婚姻状况

已婚摇 未婚摇
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摇 高中及专科摇 本科及以上摇
生活状况

独居摇 与家人生活摇

初发入院 120 75 40 89 26 85 7 18 5 86 29 85 30 30 63 22 72 43

再次 / 多次入院 120 66 49 60 55 36 52 2 25 70 45 91 24 57 48 10 31 84

字2 — 1. 49 16. 03 80. 30 5. 10 0. 87 14. 91 143. 32

P — >0. 05 < 0. 01 < 0. 01 < 0. 05 > 0. 05 < 0. 01 < 0. 01

分组 n
入院方式

摇 急诊摇 门诊摇
并发症

摇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摇 慢性并发症摇 无摇
出院后治疗方案

保守治疗(饮食及健康锻炼等)摇 口服降糖药摇 胰岛素注射治疗摇 胰岛素注射治疗 + 口服降糖药摇

初发入院 120 摇 80 35 40 摇 39 36 2 8 15 90

再次 / 多次入院 120 100 15 16 101 10 3 55 21 36

字2 — 10. 22 44. 51 62. 24

P — <0. 01 < 0. 01 < 0. 01

2. 2摇 初发糖尿病入院与再次 / 多次入院糖尿病病人

出院准备度现状 摇 结果显示,参与调查的共计 229
例(97. 03% )病人选择“已做好出院回家准备冶。 初

发糖尿病入院与再次 /多次入院糖尿病病人出院准

备度量表总的 Cronbach忆s 琢 分别为 0. 83 与 0. 85 ,
具体的,初发糖尿病入院病人在 0. 80 ~ 0. 84,而再

次 /多次入院在 0. 81 ~ 0. 87。 初发糖尿病病人出院

准备度总分、自身情况、疾病知识及出院后应对能力

评分均低于再次 /多次入院糖尿病病人(P < 0. 01),
可获得的社会支持评分 2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见表 2)。

3摇 讨论

摇 摇 在我们的调查中,初发糖尿病入院病人男性多

于女性,中青年病人居多,多因未知身患糖尿病出现

表 2摇 糖尿病病人出院准备度现状 (n = 115;x 依 s)

维度 条目数摇
总得分

初发入院摇 摇 再次 /多次入院摇
t P

出院准备度总分 22摇 162. 89 依 26. 87摇 摇188. 13 依 28. 24摇 6. 94 < 0. 01

自身情况 7 50. 46 依 12. 56 56. 85 依 11. 25 4. 06 < 0. 01

疾病知识 8 55. 05 依 11. 78 66. 73 依 12. 18 7. 39 < 0. 01

出院后应对能力 3 21. 31 依 3. 48 26. 43 依 4. 77 9. 30 < 0. 01

可获得的社会支持 4 38. 45 依 5. 58 38. 12 依 4. 89 0. 48 > 0. 05

急性并发症酮症酸中毒后急诊入院,也有因健康检

查、身体不适入院后检查发现,约 3 成伴有慢性并发

症,治疗方案多采用胰岛素注射治疗 + 口服降糖药

联合控制血糖。 再次 /多次入院糖尿病病人多为退

休沪籍,尽管多与家人生活,由于年龄偏大、病程长、
自身教育水平偏低、抵制胰岛素注射治疗等因素,导
致血糖控制不佳,伴发多种并发症,也常常由于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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酮症酸中毒入院。
本次对出院准备度的调查中,100%的病人均认

为自己为出院回家做好了准备,可能因为国内病人

入院后对出院时间关注度较高,提前向医生询问并

得到医生出院前沟通,为计划出院,所以当护理人员

对其做出院宣教时,常常已做好出院准备。 对各条

目总分均值分析,初发糖尿病病人出院准备度总分、
自身情况、疾病知识、出院后应对能力各条目得分均

低于再次 /多次入院糖尿病病人(P < 0. 01)。 说明

尽管 2 组病人此前均未曾行出院准备度调查,初发

糖尿病病人对患病心理、自身情况、疾病知识、出院

后应对能力均未准备完善,考虑到多数受访者为了

获得出院许可,在与医务工作者进行出院沟通时,往
往会虚报个体的感受,因此,实际分数可能更低。 分

析认为初发病人相对年龄较低、病程较短、慢性并发

症少,所以对于自身情况满意度最好,对于寻求医疗

机构、出院医嘱、出院后应对等理解与能力较强,但
是对疾病知识了解少,在护理宣教中应加强此部分

内容。 而再次 /多次入院糖尿病病人由于多次出入

院,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级医院内分泌科慢性疾

病的治疗支持了解较多,家人及朋友支持度高,熟悉

出入院等流程,所以对出院后应对能力评分较高,长
期治疗中对糖尿病的病情特点、健康教育、饮食治

疗、锻炼治疗等疾病知识了解较多,但由于年龄偏

大、病程长、依从性一般,所以常常伴有各类微血管、
神经病变,对自身情况出院准备度相对偏低。

出院准备度是对病人是否做好出院的自我感

知,以多个维度对病人离院后病情康复进行预估及

判断[15]。 现有研究[16] 认为出院准备度越充分,出
院后继续康复能力越强,可以有效控制病情,减少并

发症的发生,减少再入院率,避免医疗资源浪费,减
轻病人及社会负担。 提示我们在护理工作中,应根

据初发与再次 /多次入院糖尿病病人出院准备度的

特点,有侧重地进行护理宣教工作及出院指导,以提

高糖尿病病人出院准备度,更好地控制血糖水平,减
少并发症的发生与进展,减轻病人心理与经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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