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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1 个疗程后，两组患者的临床症状均有所好转，但是治疗

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

90.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总有效率 70.0%，两组数据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n，%） 

组别 n 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50 25 20 5 90.0 

对照组 50 10 25 15 70.0 

注：P﹤0.05 

3   讨  论 

尿毒症患者往往会受到皮肤瘙痒的折磨，而且皮肤瘙痒的

发生率是随着患者的存活时间的延长而增加的，这样不但会使

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降低，还会降低患者对生存的希望[3]。目

前，关于尿毒症皮肤瘙痒的治疗方法有很多，血液透析是较好

的清除毒素的措施，但是血液透析往往会花费患者的全部积

蓄，所以在我国这种治疗方法并不普遍。 

相关临床研究为了更好地治疗尿毒症皮肤瘙痒患者，并且

结合我国人们的经济水平情况，提出了中药外洗配合间歇性血

液滤过治疗尿毒症皮肤瘙痒患者[4]。本研究救过表明，对 100

例尿毒症皮肤瘙痒患者进行分组治疗，得出治疗组患者进行中

药外洗配合间歇性血液滤过治疗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患者进行常规治疗的临床疗效，并且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

90.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总有效率 70.0%，两组数据显著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表明中药外洗具有凉血解

毒、止痒的作用，帮助患者排出皮肤内的各种毒素，改善患者

的皮肤微循环，带走代谢产物，减轻了对皮肤的刺激，提高了

患者的生活质量，并有效提高了临床疗效，比传统的治疗方法

更具有优势，效果更加显著。 

总之，中药外洗配合间歇性血液滤过能够有效缓解尿毒症

患者皮肤瘙痒的症状，帮助患者早日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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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护理干预在糖尿病足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择我院收治的 80 例糖尿病足病患，随机分组，干预

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两组在临床治疗后，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组实施综合性护理干预，观察两组的疗效。结果：总有效率

方面，干预组明显高于对照组，比较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护理干预在糖尿病足患者中的应用，有助于提高治疗效果，

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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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diabetic foot. Methods: 80 cases 

with diabetic foot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n intervention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conventional nursing, while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given comprehensive nursing, and the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Results: For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with diabetic foot has advantages to impro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which is worth learning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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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足（Diabetic Foot，DF）是糖尿病综合因素引起的

足部疼痛、皮肤深溃疡、肢端坏疽等病变总称，在治疗过程中，

早期临床护理干预措施是关键[1]。本文选择我院收治的 80 例糖

尿病足病患者护理干预的治疗效果良好，详细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自 2011 年 8 月—2014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 80 例糖尿

病足病患。通过随机分组的方式获得，干预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干预组男 20 例，女 20 例；年龄 41～77 岁，平均年龄（53.4

±6.5）岁；糖尿病病程 6～18 年，平均病程（8.6±5.2）年。

对照组男 18 例，女 22 例；年龄 40～76 岁，平均年龄（51.3

±5.9）岁；糖尿病病程：6～16 年，平均病程（8.1±4.6）年。

经统计学处理，显示两组病患在性别、年龄和病程等方面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病患均给予相同的临床治疗干预。 

1.2.1 对照组 

病患给予糖尿病足的常规护理干预，给予病患常规的糖尿

病饮食指导、创面一般护理等。 

1.2.2 干预组 

病患给予综合性的护理干预：①密切监测血糖波动：血糖

如控制不佳，会增加神经病变和截肢的可能性，所以，控制血

糖是预防的关键。尽量把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预防微血管病

变，小剂量应用肠溶阿斯匹林或潘生丁，积极治疗已出现的神

经血管病变。②饮食护理：严格控制饮食摄入。对于糖尿病病

程达 10 年以上者，身体瘦弱，抵抗力低下，创面紫绀，伤口

不易愈合者，饮食中必须有充足的蛋白质，多食瘦肉、鱼汤、

猪蹄等富含精蛋白和胶原蛋白的食物，禁止饱餐，绝对戒烟限

酒。③足部皮肤护理：注意足部皮肤是否有水泡、擦伤、裂口、

局部皮肤是否有红肿，皮肤色泽及温度，足背动脉搏动情况。

皮肤破溃未感染创面：用碘伏消毒 3～4 次/d，保持创面清洁，

抬高患肢，伸直肢体，避免受压及负重。 

1.3 临床效果评定 

①治愈：化脓性感染得到完全控制，伤口愈合，有新生皮

肤覆盖，病患血糖控制效果好，可从事日常生活活动及一般工

作活动；②显效：溃疡面积较干预前缩小超过 50.0%以上，化

脓性感染得到较好控制，有新生的肉芽组织开始覆盖，但没有

完全包裹残端，血糖控制效果较好；③有效：溃疡缩小面积＜

50.0%，化脓性感染有所控制，血糖情况有所改善；④无效：

症状没有改善，甚至恶化。总有效率＝（治愈例数＋显效例数

＋有效例数）/总例数×100.0%。 

1.4 统计学 

处理本次研究采用 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行 x2

检验和 t 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总有效率方面，干预组和对照组分别为 97.5%和 90.0%，

干预组明显高于对照组，比较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病患疗效比较   （n，%） 

组别 n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干预组 40 20 15 4 1 97.5 

对照组 40 15 14 7 4 90 

3   讨   论 

糖尿病足不但导致糖尿病患者的生活质量下降，而且造成

巨大经济和社会负担。足部感染一旦发生常经久不愈，当感染

难以控制时不得不采取截肢手术[2]。 

在糖尿病足临床治疗过程中，糖尿病足的护理要全身与局

部结合，既要护理溃疡面，又要积极治疗糖尿病，还要实施心

理护理、进行健康教育。做好饮食指导，要定时定量，切忌暴

饮暴食，兼顾患者个人的饮食习惯的同时，保证食谱的多样化。

做好用药护理：根据不同种类胰岛素选择注射时间，使得进餐

后血糖升高时间、胰岛素开始作用时间保持良好的一致性，降

低诱发低血糖的机率。注射胰岛素时保证剂量正确，不可长期

同一部位注射，即采用轮换注射部位的做法，以防止形成皮下

硬节而给吸收带来不利影响。而足部护理是关键，尤其是创面

护理，保持干燥和清洁，防止感染，本文结果显示，总有效率

方面，干预组和对照组分别为 97.5%和 90.0%，干预组明显高

于对照组，比较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通过全面的护理干预，有助于提高病患的治疗效果，防止

糖尿病足的病情恶化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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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 

糖尿病足的中医护理与健康教育 

目的：探讨对中医护理与健康教育对治疗糖尿病足临床疗

效的影响。方法：对我院收治的 33 例糖尿病足患者进行护理，

并对其进行健康教育。结果：中医护理和健康教育可以提高糖

尿病足患者的治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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