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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DM)是一种能影响全球人们生

活的慢性的、进行性的内分泌功能紊乱疾病,其病因和发病

机制尚未完全阐明。 2009 年 Thornton[1] 在联合国大会中表

明,DM 是一种慢性、消耗性和昂贵的伴有严重并发症的疾

病,其并发症对家庭、国家乃至全球将带来严重的风险。 相

关研究[2]显示,目前全球 DM 人数达 2. 46 亿,预计 2030 年将

达到 3. 66 亿[3] ,而我国的 DM 人数已超过 9 400 万,且每年

以 1译的速度不断增加[4] 。 因此,如何预防和治疗 DM 已成

为全球性公共问题。 国际糖尿病联盟推荐的 DM 治疗的“五
驾马车冶(健康教育、饮食、运动、药物、自我检测)防预治疗

模式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临床医务人员重视,其健康教育被

公认是治疗 DM 成败的关键[5] 。 蒋晓华等[6] 指出,DM 及其

并发症高质量的治疗取决于 DM 的健康教育。 因此,调查

DM 患者疾病知识掌握情况,针对其薄弱环节,有目的地加强

患者的依从性,总结出有效的教育方法,对血糖的控制具有

重要的意义。 现就 DM 患者知识掌握现状及影响因素作一

综述。

1摇 DM 患者知识掌握现状

1. 1摇 饮食治疗知识 摇 相关文献[7 - 8] 显示,饮食治疗是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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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控制血糖的重要部分,是其治疗的基础。 Connor 等[9] 指

出,DM 患者的饮食治疗目标应包括延缓发病、减少患病风

险;通过选择健康的食物,保持或提高有营养的健康状况;减
少并发症的风险。 吕海宏等[10]研究表明,DM 患者饮食知识

掌握不全面,一方面是患者自身的原因;另一方面是患者家

属对饮食治疗缺乏认识,亦或者家庭不和睦而致[11] 。 不同

的文献[12 - 15]也与吕海宏的研究有相同的观点。
1. 2摇 运动治疗知识摇 适当运动是 DM 综合防治措施之一,
可有效控制血糖水平和减少并发症[16] 。 潘晓晔等[17]研究表

明,运动治疗控制血糖的认知率低于饮食控制认知率,原因

是患者对运动在控制 DM 方面的作用认识不足。 高崇等[18]

研究表明,妨碍患者运动治疗的因素有多种,有些患者因为

工作繁忙,无时间锻炼;有些患者对锻炼不感兴趣,觉得无效

果或感觉太累而选择不运动;还有一部分患者虽然坚持运

动,但是没有制定合理的运动计划,而导致运动无效,这些因

素都与患者缺乏系统的知识有关,或者是患者自身对运动治

疗知识需求淡薄,所以运动治疗知识掌握不全面。
1. 3摇 用药知识摇 长久以来“看病吃药冶的观念让 DM 患者认

为口服降糖药和注射胰岛素是最重要的治疗方式,因此给予

较多重视。 目前,磺脲类、格列奈类、双胍类、格列酮类和 琢鄄
葡萄糖苷酸抑制剂是临床上常用的五大类降糖药[19] 。 除了

口服降糖药外,胰岛素是治疗 DM 的最有效的药物[20] 。 由

于知识水平、认识程度的差异,我国 DM 患者对胰岛素的接

受程度尚不乐观。 国内调查[21] 显示,50% 的患者不了解自

己所用药物的治疗作用;70%以上的患者不了解所用药物的

不良反应。 马晓燕等[22]研究表明,71. 1%的 DM 患者认为病

情加重或恶化才需注射胰岛素;59. 7% 的 DM 患者认为,注
射后会上瘾或依赖;73% 的 DM 患者认为,长期注射胰岛素

会产生耐药性,因此担心血糖控制不理想而引起并发症。 医

护人员要对患者进行正面引导,介绍为什么要用胰岛素、如
何使用胰岛素、使用胰岛素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的办

法等。
1. 4摇 相关并发症及自我监控知识摇 Mokshagundam[23] 指出,
DM 常见的并发症有大血管病变、DM 肾病、DM 性视网膜病

变、神经病变、DM 足等一系列并发症。 Holt[24] 指出,患者应

加强对并发症的高度重视,遵医用药,有效地控制血糖。 国

内相关文献[25] 表明,DM 足是非外伤性截肢的首位原因,截
肢率高达 26. 4% ,绝大多数患者缺乏预防 DM 足的知识,不
知道采取预防性保护和针对性治疗[27] ,有 50% 的 DM 足截

肢是可以预防的,至少可以推迟截肢[28] 。
Vijan 等[29] 指出,2 型 DM 自我检测包括血糖和尿糖的

监测,而监测的基础是生活中饮食和运动的方式是否改变。
陈敏芝等[30]研究显示,我国大部分患者认为监测尿糖可以

替代监测血糖,患者对 DM 监测内容及时间等方面知识相对

薄弱。 在日常监测中,患者知道测空腹血糖,而相当一部分

患者却忽略了餐后血糖和血脂监测的意义。 相关研究[31 - 32]

表明,糖化血红蛋白(HbA1C)控制是否良好与 DM 患者愈后

密切相关。 韩令力等[33] 研究表明,大多数 DM 患者不了解

HbA1C 检测知识,主要原因可能是医护人员对此知识的健康

教育不够完善,患者对 HbA1C 认识也不全面。

2摇 2 型 DM 患者知识掌握情况的影响因素

2. 1摇 文化程度摇 文化水平的高低是影响 DM 患者健康知识

掌握状况的重要因素。 随着文化程度的增高,患者的知识水

平显著增高[33 - 34] 。 从某种角度来说,DM 教育模式需要更好

地适应不同文化层次的患者需要,对文化水平较高的患者,
应注重系统的知识教育,积极为他们解答生活中的问题;对
文化程度较低的患者,应首先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适当降

低教育目标,其目标也应更具体,积极纠正错误的观念,耐心

细致地讲解相关的知识,经常性监督其生活行为,加强自我

管理。
2. 2摇 参加健康教育讲座的次数摇 参加 DM 健康教育讲座次

数是影响患者健康知识水平和生活行为状况的重要因素,而
系统健康教育可以促进 DM 患者减少 DM 的危险因素,改变

不良生活行为方式和强化预防 DM 的基本知识。 患者在听

讲座的同时,也是一个互相交流的机会,患者之间的同伴教

育与医护人员的讲解两者相结合,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健

康教育需要反复进行,它需要从医院延伸到社区和家庭,探
索一种健康教育新模式,能够针对性地、有效地解决患者个

体存在的问题,实现教育个体化、系统化,出院后定期随访、
复查、咨询、指导,以保证 DM 教育的连贯性和重复性。
2. 3摇 患者家属 摇 Scollan鄄Koliopoulos 等[35] 研究显示,DM 患

者家属对 DM 健康教育知识掌握的情况,可以直接影响到患

者的治疗效果;文献[36 - 38] 显示,DM 患者普遍缺乏疾病相关

知识,认知水平低下,且存在不少误区,与患者家属的认知和

态度有关,而患者的饮食控制、运动锻炼、监测常常需要家人

的理解、鼓励与参与。
2. 4摇 其他因素 摇 文献[14,30,33] 显示,不同年龄、性别、职业、
DM 家族史及无 DM 史人群对其知识的知晓率上均存在显著

差异。 年轻人、女性、有 DM 家族史和过去有 DM 史的人群

对 DM 知识的了解相对较多。 造成年轻人对 DM 知识知晓

率较高的原因,可能与年轻人总体的文化程度较高,从外界

接受的医疗保健信息较多有关。 而 DM 在性别上的差异,说
明女性患者比男性患者更重视 DM 的健康教育知识。

DM 随病程的发展可引起一系列危及身体乃至生命的严

重并发症,患者需要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掌握相关的基本知

识及防治措施,并长期坚持饮食、运动合并降糖药物一起治

疗,定期的检测血糖、尿糖,提高自我管理能力,以便防止并

发症的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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