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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在糖尿病合并肺结核患者中的临床应用

寇摇 艳

[摘要]目的:探讨综合护理在糖尿病合并肺结核患者中的临床应用效果和护理措施方法。 方法:糖尿病合并肺结核的患者 87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45 例)和对照组(42 例),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上实施综合护理。 比较 2 组患者的空

腹血糖(FPG)、餐后 2 h 血糖(2hPG)和糖化血红蛋白(HbA1c)、肺结核转归及不良反应情况等。 结果:2 组患者护理后 FPG、
2hPG 和 HbA1c 水平均较护理前明显降低(P < 0. 01),观察组护理后 FPG、2hPG 和 HbA1c 较照组降低更明显(P < 0. 01)。 观

察组患者空洞闭合率、病灶吸收率及结核杆菌转阴率均高于对照组(P < 0. 05)。 观察组护理过程中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

2. 22% ,对照组为 14. 30% ,2 组患者护理过程中低血糖、反跳性高血糖、感染、营养不良的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230 ~ P = 1. 000)。 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 93. 33% ,高于对照组的 76. 2% (P < 0. 05)。 结论:综合护理服务能有效地

稳定患者血糖,并有利于痰菌转阴,病灶吸收,减少不良反应发生,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及护理满意度,值得临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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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diabetes complicated with tuberculosis

KOU Yan
(Department of Infection Disease,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engdu Medical College,Chengdu Sichuan 6105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on patients with diabetes complicated with pulmonary
tuberculosis,and nursing measures. Methods:Eighty鄄seven diabetic patients complicated with pulmonary tuberculos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45 cases) and control group(42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ere nursed using routine method,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nursed using comprehensive nursing based on routine method. The levels of fasting plasma glucose(FPG),2h
postprandial blood glucose(2hPG) and glycated hemoglobin(HbA1c),tuberculosis outcome and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Compared with before nursing,the levels of FPG,2hPG and HbA1c in two group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nursing(P < 0. 01). The decreasing degree of the levels of FPG,2hPG and HbA1c in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nursing were more obvious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The cavity closure rate,lesion absorption rate and tubercle bacillus negative conversion rate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The incidences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2. 22% and 14. 30% ,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s of the incidences of hypoglycemia, bounce
hyperglycemia,infection and malnutrition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 230 to P = 1. 000).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rate in
observation group(93. 33% )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76. 2% )(P < 0. 05). Conclusions:The comprehensive
nursing care can effectively stable the blood glucose,which is conducive to sputa turn negative, lesion absorption, reduce adverse
reactions,improve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and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Key words] diabetes;tuberculosis;blood glucose;nursing

摇 摇 糖尿病是一种由胰岛素相对缺乏、血糖升高致 使糖及脂肪等代谢紊乱的常见内分泌疾病,多表现

为机体免疫力下降[1]、合并症大量出现。 肺结核是

具有传染性的多发性呼吸性疾病,主要由身体免疫

力低下、结核菌侵入体内引起。 因此,糖尿病患者是

肺结核的易感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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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合并肺结核的风险是正常人

[10]摇 廖锦英. 临床护理路径在乳腺癌围手术期护理中的应用[ J] .
中国医学指南,2012,10(6):254.

[11] 摇 于敏,白莉莉,石丹. 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在乳腺癌围手术期护

理中的应用[J] . 辽宁医学院学报,2011,32(6):546.
[12] 摇 徐超,王光陆,李华波. 加速康复外科理念在围手术处理的应

用[J] . 中国疗养医学,2011,20(16):526.
[13] 摇 MEESKE KA,SULLIVAN鄄HALLEY J,SMITH AW, et al. Risk

factors for arm lymphedema following breast cancer diagnosis in
black women and white women [ J] . Breast Cancer Res Treat,
2009,113(2):383.

[14] 摇 宋秀娟,蚁涵纯,陈林梅. 快速康复在乳腺癌改良根治术中的

应用观察[J] . 全科护理,2012,10(8):2265.

(本文编辑摇 刘畅)

869 J Bengbu Med Coll,July 2016,Vol. 41,No. 7



群的 2 ~ 4 倍[2]。 两病共存并相互作用,患者病情复

杂、病程延长,临床治疗及饮食的矛盾性均将进一步

加重患者病情、提前出现并发症[3],使得临床治疗

工作变得更加困难[4],因此,合理治疗的同时加强

护理工作,将是糖尿病合并肺结核患者临床治疗的

重要内容之一。 本文就综合护理在糖尿病合并肺结

核患者中的临床应用作一探讨。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我院 2013 - 2014 年收治的糖

尿病合并肺结核患者 87 例,男 59 例,女 28 例;年龄

39 ~ 77 岁。 患者均为糖尿病合并继发肺结核,且符

合糖尿病(WHO 1999 年制定的 2 型糖尿病标准)及
肺结核[5]的诊断标准,起病急骤,X 片显示肺部病灶

融合,或溶解呈现空洞,少有液平,支气管周围播散

病灶,痰检阳性;空腹血糖(FPC)8. 0 ~ 13. 9 mmol /
L。 其中初次感染肺结核 45 例,肺结核复发 32 例,
以糖尿病先于肺结核为主(60 例)。 2013 年的 45
例为观察组 45 例,男 27 例,女 17 例,年龄 39 ~
76 岁;2014 年的 42 例为对照组,男 59 例,女 28 例,
年龄 40 ~ 77 岁。 2 组患者性别、年龄、病情等均具

有可比性。
1. 2摇 护理方法摇 (1)对照组:采用包括用药指导 、
心理护理、饮食护理、健康教育、出院指导等在内的

常规临床护理。 (2)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
完善护理工作,给予更详细的综合护理。 淤加强首

诊疾病知识宣传:详细对糖尿病及肺结核进行疾病

知识教育,重点强调两者相互依存、互为因果及治

疗、饮食上的矛盾性,帮助患者纠正经验误区。 于人

性化护理:实时进行血糖(包括定性、定量试验)、胸
片变化及痰菌化验结果的监测,并根据不同患者的

病情变化及发展情况制定对应的治疗方案。 盂用药

护理:帮助 FPG > 14 mmol / L 患者掌握胰岛素注射

方法及注射部位、剂量、浓度,监测低血糖、反跳性高

血糖反应;抗结核药物应早期、适量、规律、全程,关
注其不良反应。 榆饮食护理配合适当运动:由于两

者饮食的矛盾性,要两者兼顾,控制血糖的同时又能

保证营养。 根据患者年龄、体质量、身高、病情制定

食谱,通常少吃多餐,以高热量、高蛋白质及高维生

素饮食为主。 适量的运动,加速血液循环,预防糖尿

病足的发生。 虞观察抗结核药及降血糖药的不良反

应:咳嗽和咯血患者预防肺部感染,加强患者的口腔

护理,用复方硼砂含漱液漱口,每天 2 次。 长期住院

卧床患者预防压疮及坠积性肺炎的发生。 注意肝肾

功能异常,视力、听力障碍,过敏反应等药物反应。
1. 3摇 测量指标摇 采用层析法检测患者干预前及干

预后 FPG、餐后 2 h 血糖(2hPG)和糖化血红蛋白

(HbA1c)及结核转归情况(空洞闭合、病灶吸收、痰
菌转阴),并观察 2 组的不良反应(低血糖事件、反
跳性高血糖现象及局部皮肤感染、营养不良等),对
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行评价(通过问答的方式患者

回答满意与不满意。)。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或 t忆)检验、字2 检验和四

格表确切概率法。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患者护理前后血糖水平变化比较摇 2 组患

者护理前 FPG、2hPG 和 HbA1c 水平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 > 0. 05);2 组患者护理后 FPG、2hPG 和

HbA1c 水平均较护理前明显降低(P < 0. 01),观察

组护理后 FPG、2hPG 和 HbA1c 较对照组降低更明

显(P < 0. 01)(见表 1)。

表 1摇 2 组患者护理前后血糖水平变化比较(mmol / L)

分组 n FPG 2hPG HbA1c

护理前(x 依 s)

摇 观察组 45 8. 90 依 2. 37 15. 42 依 5. 13 9. 33 依 2. 27

摇 对照组 42 8. 91 依 2. 41 15. 40 依 5. 11 9. 36 依 2. 29

摇 摇 t — 0. 02 0. 02 0. 06

摇 摇 P — >0. 05 > 0. 05 > 0. 05

护理后(d 依 sd)

摇 观察组 45 - 2. 47 依 0. 47** -7. 15 依 0. 58** -2. 32 依 0. 42**

摇 对照组 42 - 1. 66 依 0. 30** -5. 64 依 0. 49** -1. 54 依 0. 33**

摇 摇 t — 9. 65吟 13. 34 9. 59

摇 摇 P — <0. 01 < 0. 01 < 0. 01

摇 摇 组内配对 t 检验,**P <0. 01;吟表示 t忆值

2. 2摇 2 组患者护理后肺结核转归情况比较摇 结果

显示,护理 3 个月后 X 胸片复查与对照组比较,观
察组患者空洞闭合率及病灶吸收率均高于对照组

(P < 0. 05),而观察组痰检发现结核杆菌转阴率亦

高于对照组(P < 0. 05)(见表 2)。

表 2摇 2 组患者护理后肺结核转归情况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空洞闭合 病灶吸收 痰菌转阴

观察组 45 32(71. 11) 35(77. 78) 38(84. 44)

对照组 42 21(50. 00) 23(54. 76) 26(61. 91)

合计 87 53(60. 92) 58(66. 67) 64(75. 56)

P — <0. 05 < 0. 05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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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摇 2 组患者护理过程中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摇 结果显示,观察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 2. 22% ,
对照组 14. 30% 。 2 组患者护理过程中低血糖、反跳

性高血糖、感染、营养不良的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P = 0. 230 ~ P = 1. 000)。 观察组中 1 例反跳

性高血糖患者通过胰岛素注射治疗及饮食护理后于

2 d 内恢复。
2. 4摇 2 组护理满意度比较摇 观察组护理满意者 42
例(93. 33% ),明显高于对照组 32 例 (76. 19% )
(字2 = 5. 02,P < 0. 05)。

3摇 讨论

摇 摇 糖尿病和结核病是全球性范围重点关注的两大

表 3摇 2组患者护理过程中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n;百分率(%)]

分组 n 低血糖 反跳性高血糖 感染 营养不良

观察组 45 0(0. 00) 1(2. 22) 0(0. 00) 0(0. 00)

对照组 42 2(4. 76) 1(2. 38) 2(4. 76) 1(2. 38)

合计 87 2(2. 30) 2(2. 30) 2(2. 30) 1(1. 15)

P — 0. 230 1. 000 0. 230 0. 483

疾病,发病率均呈逐年上升趋势,且越来越多的患者

表现为两者并发[6]。 结核病是我国目前最严重的

传染性疾病之一,疫情下降缓慢,而作为最大慢性病

之一的糖尿病正处于上升阶段,其并发趋势明显可

见。 由于结核杆菌引起机体细胞免疫的变态反应、
免疫力明显下降,与糖尿病的糖、脂肪代谢紊乱相互

作用,使得患者病情进展快、病程长、疗效差、预后不

佳,给临床治疗及护理工作带来新的挑战[7],因此,
在传统护理及治疗模式下,加强患者药物、饮食、心
理等全方位的综合护理非常必要。

糖尿病合并肺结核患者两种疾病相互促进,互
为因果。 机体免疫力低下的患者的变态反应能力下

降,致结核菌素试验、血结核抗体阳性率更低。 加之

血糖增高、T 细胞活化障碍、终末糖基化产物增多,
感染可及性增大,促进结核感染者病变广泛进展,多
表现为渗出、干酪、空洞性病变为主,排菌率高,传染

性强,其严重程度明显高于单纯性肺结核。 另外,肺
结核作为一种消耗性疾病,又会反过来加重糖代谢

紊乱,使得血糖难以控制。 因此,两病必须同时治

疗,血糖控制理想水平是前提,根据患者的血糖监测

结果给予药物或注射胰岛素进行血糖控制。 结核患

者需要加强营养,高热量饮食,而糖尿病患者则应控

制饮食,两者饮食的矛盾性表明兼顾性的饮食计划

非常重要。 因此,快速控制血糖后,适当增加总热

量,以高于单纯糖尿病患者 100 KJ 为宜,并根据患

者体型、劳动强度进行调整。 注意加强优质蛋白质

及维生素的供给,在保证营养的同时稳定血糖。 本

文结果显示,2 组患者护理后 FPG、2hPG 和 HbA1c
水平均较护理前明显降低(P < 0. 01),观察组护理

后 FPG、2hPG 和 HbA1c 较对照组降低更明显(P <
0. 01)。 提示患者的血糖水平明显得到控制,且血

糖控制时间明显缩短,有利于结核的治疗,与相关研

究[8]结论一致。
合并糖尿病的结核患者相对于单纯性结核患者

病情明显加重,在有效控制血糖的基础上,需要严格

遵循早期、联合、适量、规律、合理的原则,以及时控

制病情发展,提高治愈率,应用抗结核化疗药物控制

病情过程中,由于其不良反应比较大且会影响胰岛

素的代谢与吸收,应加强监测护理,提高抗结核用药

合理性,指导患者严格遵守医嘱服药,控制血糖,预
防感染[9],尤其是饮食上要注意减少血糖波动幅

度。 本研究发现护理 3 个月后 X 胸片复查与对照

组比较,观察组患者空洞闭合率及病灶吸收率均高

于对照组(P < 0. 05),而观察组痰检发现结核杆菌

转阴率亦高于对照组(P < 0. 05);观察组护理满意

者 42 例(93. 33%),明显高于对照组 32 例(76. 19%)
(P <0. 05)。 提示综合全方位的护理使得患者的护

理满意度明显增加,有利于医患关系的和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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