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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强化教育干预对糖尿病足预防的中远期效果
范丽凤李峥陆菊明
【摘要】

郑亚光

目的观察强化足部护理教育干预对糖尿病（ＤＭ）足预防的中远期效果，探讨由ＤＭ教育护士实施的

ＤＭ足的预防护理教育干预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方法采用实验性研究方法，教育干预组８６例（入组“０例，失访
２４例）、对照组９２例（人组１１０例，失访１８例）。对照组实施常规ＤＭ治疗和ＤＭ基本知识教育，实验前和实验后９

个月时收集相关资料。教育干预组除接受与对照组相同的措施外，给予个体化ＤＭ足预防护理知识与行为干预，首
次干预后１，３，６，９个月时分别复诊继续接受强化教育指导，以调查评价研究表评价足部教育干预对ＤＭ足预防的

作用。结果ＤＭ足预防护理教育干预９个月后，教育干预组患者对ＤＭ足的认识、早期筛查知识、日常足部护理、
合适鞋袜选择、修剪趾甲等知识评分显著提高，日常足部护理行为均明显改善（Ｐ＜Ｏ．０５～Ｐ＜Ｏ．０１）。教育干预组
患者足部皮肤病理性损害明显减少，足部胼胝发生率、足部皮肤损伤率、足癣发生率、皮肤干燥、皲裂发生率明显
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一Ｐ＜０．００１）。血糖（空腹血糖、餐后２ｈ血糖）、｝ＩｂＡｌｃ、血压等代谢指标较对照组明显改善

（Ｐ＜Ｏ．０５）。结论由ＤＭ教育护士实施的ＤＭ足的预防护理教育干预是可行、有效的。研究结果显示了ＤＭ足的预
防护理教育干预在减少ＤＭ足发生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个体化足病预防护理教育干预对ＤＭ足预防的中远期效果。

【关键词】糖尿病；糖尿病足；糖尿病教育；足部护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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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足部病变（ＤＭ足）是导致患者致残、致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８舶

死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近年来ＤＭ足的防治问题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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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国外内分泌研究领域学者如医生、足病诊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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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和糖尿病教育者的广泛关注。有研究提示ＤＭ患者
在缺乏保护足的知识教育人群中，截肢的危险性增

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２００６年３月第５卷第ｌ期Ｃｈｉｌｌ ＪＭｕｌｔ嘶昏ｍ功ｓ

Ｅ１ｄｅｒｌｙ

Ｍａｒ ２００６ Ｖｄ ５

Ｎ０ｌ

。２５。

加３．２倍¨Ｊ，强化足部护理教育有利于减少ＤＭ足

学足部护理知识的掌握及运用情况、足部护理行为

的发生怛’３ Ｊ。目前，国内对ＤＭ足的早期预防干预及

的改变、与患者讨论已取得的进步、目前存在的问题

效果观察的追踪研究报道甚少Ｈｊｊ。本课题通过系

及改进意见，并继续给予相应知识的教育与强化指

统的、个体化ＤＭ足预防护理教育方法的建立、实施

导。教育干预时间每次２～２．５ｈ，共计ｌＯ～１３ｈ。患

与效果评价，观察足部护理教育干预对ＤＭ足预防

者平时遇有问题可随时电话咨询，接受及时的指导、

的中远期效果，探讨由糖尿病教育护士实施的ＤＭ

帮助。

足的预防护理教育干预的可行性、有效性。

１．４观察、评价指标评价教育干预组、对照组患
者在实验前、教育干预后９个月时患者代谢指标的

１对象与方法

控制情况、足部皮肤变化情况、足部病变发生情况、

１．１研究对象对２００３年７～１１月在解放军总医

足部护理知识与行为改善情况。采用定期门诊随诊

院门诊和住院治疗的ＤＭ患者资料库中，对符合人

方式追踪观察、评价、测试、记录、收集相关资料。具

组条件的ＤＭ患者采用系统抽样方法选取２２０例患

体观察、评价指标包括：两组患者在教育干预前、教

者作为研究对象。人组条件为：符合ＷＨＯ诊断标

育干预后９个月时对ＤＭ足的认识、态度及早期筛

准确诊为ＤＭ的患者、神志清楚、思维正常、能进行

查知识评分、日常足部护理知识的测试评分、选择合

语言沟通、有一定学习能力、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

适鞋袜、正确修剪趾甲等知识的测试评分、日常足部

度、生活能自理、居住北京地区、能定期门诊复诊、无

护理行为的测试评分、足部胼胝发生率、胼胝平均发

ＤＭ足部病变、愿意合作、在知情同意原则下自愿参

生数目、胼胝发生的平均面积、足部皮肤损伤例数及

与研究。患者年龄（６２．５±１０．０）岁，病程（８．４±

次数、足部皮肤损伤的平均面积、足部损伤原因、穿

９．１）年。

着不合适鞋和袜、不合格修剪趾甲等发生的情况；患

１．２分组方法采用随机分组方法确立实验组和

者血糖、血脂、血压、体重指数等代谢指标的变化。

对照组：将采用系统抽样方法选取的研究对象２２０

１．５测量采用自行设计的ＤＭ患者足部情况及

例ＤＭ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教育干预组）和对照组

相关知识调查评价研究表。该表的设计是由研究者

各１１０例。

根据相关文献［６￣８］、日常经验、听取专家意见等形
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ＤＭ治

成。经５名专家审阅、修改、评定，其内容效度指数

疗和ＤＭ基本知识教育。ＤＭ基本知识教育包括采

（ｃＶＩ）为０．８４２，表明该调查评价表具有较好的内容

用给予３。４ｈ的常规教育指导，其教育内容和方法包

效度。预试验选取符合条件的２０名研究对象，经

括ＤＭ的基本知识、饮食、运动、药物、监测及并发症

检验ｃｍＩｌｂａｃｈ’ｓ ｄ相关系数为０．８５６，表明该知识调

防治、足部护理指导等日常自我护理知识，发放ＤＭ

查评价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１．３教育干预方法

基本知识教育手册供患者阅读学习等。实验前及从

调查评价研究表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患

实施常规ＤＭ治疗和ＤＭ基本知识教育后９个月对

者的一般临床资料、足部情况评估，包括７部分共

照组患者随诊时再次检查、评价、收集患者的相关资

７７项内容。第二部分为患者对ＤＭ足预防护理知识

料信息。实验组（教育干预组）患者除接受与对照组

与行为状况的调查、评价，包括６部分共５４题。具

相同的常规ＤＭ治疗和ＤＭ基本知识教育外，还接

体包括以下评价内容。

受系统的ＤＭ足预防护理知识与行为教育干预，采

１．５．１受试者一般ｆ临床资料年龄、性别、病程、职

用个体化、一对一的教育方式，具体讲解糖尿病足的

业、文化程度、经济状况、吸烟、饮酒史、职业活动、休

发生原因、危害性、危险因素评估、早期筛查方法、意

闲活动及时间等；ＤＭ各种慢性并发症合并情况；血

义；示范、指导日常足部护理步骤与方法；结合保护

糖（空腹、餐后２ｈ）、ｍＡｌｃ、血脂、血压、体重指数，尿

性鞋、袜的实物样品指导患者合适鞋袜的选择原则

白蛋白／Ｃｒ、下肢Ｂ超、心电图等检查指标。

与方法，结合图片、照片等示意图，示范、指导患者正

１．５．２足部相关检查评估有一项异常评为１分，

确修剪趾甲的方法等知识要点，同时发放糖尿病患

异常项累计相加，正常为０分。包括：①足部皮肤

者足部护理知识手册供患者书面阅读学习，以便复

评分：有无皮肤干燥、皲裂；足部溃疡、坏疽；足癣；胫

习、巩固所学的知识。实验组患者在接受首次教育

前色素沉着；胼胝等。②趾甲评分：有无畸形趾甲、

干预后，１，３，６，９个月时分别来医院复诊１次，每次

陷甲、灰趾甲等。③足部畸形：有无足趾畸形、关节

复诊时再次评估患者对ＤＭ足的认识和态度、对所

活动受限等。④下肢大血管状态：有无足背动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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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异常、下肢、足麻木、足冷感、疼痛、浮肿、安静时疼
痛尤以夜间加重、双下肢皮肤温度有差异等。⑤感

２结

ｃｈｉｎ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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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Ｍａｒ ２００６ Ｖ０ｌ ５

Ｎｏ ｌ

果

觉神经功能【６’９’１０Ｉ：痛觉：用大头针轻压受试部位，以

２．１研究对象的一般人口学特征及两组之间的可

皮肤凹陷为度，询问有无刺激痛感，有为正常，无为

比性实验组８６例患者（男４８例，女３８例；＜６０

异常。位置觉：用手指轻轻捏住受试者大拇指或食

岁２３例，≥６０岁６３例；１型ＤＭ ４例，２型ＤＭ

指两侧，轻轻向前推或向后压，询问受试者方位，方

例；病程＜１０年５５例，病程≥ｌｏ年３ｌ例），对照组

位判断正确为正常，否则为异常。冷热温度觉：用冷

９２例患者（男４１例，女５１例；＜６０岁３２例，≥６０

热觉金属导体测试棒ＴｉｐｔｈｅＨｎ（一头凉、一头温），贴

岁６０例；１型ＤＭ ３例，２型ＤＭ ８９例；病程＜１０年

于受试部位１～２ｓ，询问冷热，感觉正确为正常，感觉

５６例，病程≥１０年３６例）。两组受试对象的年龄、

错误为异常。触觉：用棉签上的棉花轻划受试部位

性别、病程、职业、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职业活

皮肤，能感觉到为正常，感觉不到为异常。压力觉：

动、休闲活动及时间一般基本情况等、ＤＭ各种慢性

使用尼龙单丝（ＳｅⅡｍｌｅｓ—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Ｍｏｎ面１ａｍｅｎｔ

５．０７／

并发症合并情况、降糖、降压药物的使用、足部状况、

１０９）№Ｊｈ佗。垂直接触受试点（足背１点：足背ｌ、２足

下肢大血管状态、足部感觉、运动、神经功能状态评

８２

趾问下方皮肤１点；足底９点：１、３、５足趾３点，柘

估以及腹围、臀围、体重指数、血压、血糖（空腹、餐后

底部３点，足底中部２点，足跟１点），用力压１—２ｓ，

２ｈ）、ＨｂＡｌｃ、血脂、尿白蛋白／ｃｒ、下肢血管Ｂ超、心电

施力ｌｏｇ刚好使尼龙丝弯曲，询问受试者感觉，全部

图等检查指标两组问基本均衡（无显著统计学意义，

能感觉到为正常，只要有一个点感觉不到即为异常。

Ｐ＞０．０５），即两组研究对象在基线人口学资料、糖

⑥运动神经功能：有无肌无力、肌萎缩等。⑦自主神

尿病病情及足部情况、检查化验指标等方面的评估

经功能：有无足出汗减少、足热感、足背静脉膨胀等。

结果均相似，从而提供了两组病例资料的可比性。

１．５．３患者对ＤＭ足预防护理知识与行为状况的

实验组为８６例患者，实验组入组的１１０例患者失

测试、评价指标具体评价内容包括：①患者对ＤＭ

访２４例，失访率２１．眩％。对照组为９２例患者。对照

足的认识、早期筛查知识（９题）；②日常足部护理知

组人组的１１０例患者失访１８例，失访率１６．３６％。两组失

识与行为（１４题）；③合适鞋子的选择知识与行为

访的患者其一般临床资料、失访率之间的比较其差异

（１２题）；④合适袜子的选择知识与行为（１３题）；⑤

无显著的统计学意义（Ｙ２＝１。０９１５，Ｐ＞０．０５），两组失访

正确修剪趾甲的知识与行为（３题）；⑥患者获取足

病例未对本研究的结果分析造成明显影响。

部护理知识的途径（３题）。前５部分测试评分内容

２．２两组患者教育干预前后日常足部护理行为变

共５１题，每题１分，知识回答正确或足部护理行为

化的比较见表１。

正确者评为１分，回答不正确或护足行为不正确者

２．３两组患者教育干预前后对ＤＭ足的认识、日常

评为０分；满分为５１分。

足部护理知识、行为变化比较见表２。

１．６资料收集方法入选的受试对象由研究者进

２．４两组患者教育干预前后足部状况改善情况的

行资料收集及全程教育干预。调查评价研究表的第

比较见表３。两组ＤＭ患者在教育干预后９个月

一部分内容由研究者通过与患者交谈、现场实际测

时足部皮肤干燥、皲裂、足癣、胼胝、足背动脉搏动、

量、体检、查阅病历等方式获取相关资料信息填写完

下肢和足麻木感等各项之间的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成。调查评价研究表的第二部分为患者对ＤＭ足预

（Ｐ均＜０．０５），其余各项评分的差异均无显著性意

防护理知识与行为状况的调查评价，给出统一指导

义（Ｐ均＞０．０５）。

语后，由患者独立自评完成。对视力差、阅读有困难

２．５两组患者教育干预前后足部损伤情况的比较

的患者由研究者协助完成。完成每例患者两部分内

见表４。两组患者在教育干预后足部损伤情况：对照

容的调查评价约需４０～５０ｒｎｊｎ。

组（ｎ＝９２，足部损伤２８例）患者由于穿鞋不当、修剪趾

１．７统计方法建立数据库，应用Ｓｔａｔｅ７．０软件进

甲不当、足部意外损伤、足疾患（甲沟炎、足癣等）、足部

行数据统计处理。计算各项因素的百分率、均值和

疾患自行处理不当等原因导致足部损伤者分别为７例

标准差（茗±ｓ）；计数资料问的差异比较采用ｘ２检

（７．６１％）、７例（７．６１％）、４例（４．３５％）、４例（４．３５％）和６

验；符合正态分布、且两个总体方差相等的两样本问

例（６．５２％）；而教育干预组（ｎ＝８６例，足部损伤９例）

均数比较采用≠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显著性界

上述足部损伤原因分别为３例（３．４９％）、２例（２．３３％）、

限值对资料进行统计学处理。

２例（２．３３％）、０例和２例（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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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两组患者教育干预前后日常足部护理行为变化的比较

对ＤＭ足的认识、筛查知识（９）

５．３７±１．８９

６．Ｃｒ７±１．５３

１．０４

ｏ．３０

８．４１±１．１８

６．０７±１．５３

１１．３０

ｏ．００１
０．００１

日常足部护理知识（７）

４．７８±２．５９

４．３３±２．２７

１．２４

０．２２

８．４１±１．１８

６．ａｒ７±１．５３

１１．３０

正确修剪趾甲知识（２）

１．１９±０．８５

１．２０±０．８８

０．ｃｒ７

０．９４

１．９８±０．１５

１．８５±Ｏ．４７

２．４４

０．０２

选择合适鞋子知识（１０）

５．９２±３．１８

６．０±２．７７

０．２８

０．７８

８．９４±０．２８

７．６４±２．０ｌ

５．９５

０．００１

选择合适袜子知识（１０）

６．４±３．４５

６．５５±２．９８

０．２６

０．８０

９．９ｌ±０．５０

８．５５±１．９６

６．加

０．００１

６．２３±０．９ｒ７

４．５７±１．４６

８．９１

０．００１

日常足部护理行为（１３）

４．１０±２．００

３．６８±１．７０

１．５１

０．１３

表４两组患者教育干预前后足部损伤情况的比较

ｆ＝１０．７７，Ｐ＜ｏ．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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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两组患者教育干预前后化验、检查指标的比较

研究提示，坚持“每日温水洗足一全面检查一涂搽润肤

实验组（干预组）患者在强化教育后空腹血糖、餐

霜一足部按摩、下肢运动”是ＤＭ患者保持双足皮肤

后２ｈ血糖、ｍＡｌｃ、收缩压、舒张压等指标均较对照

清洁、柔润、促进双足血供、及早发现足部问题、及时

组明显下降，其差异显著（Ｐ均＜０．０５），而两组患者

处理的简便、实用、有效、可行的ＤＭ足预防护理措

的胆固醇、甘油三酯、ＨＤＬｃｈ、ＬＤＬ广ｃｈ、ＢＭＩ等项指

施，特别是坚持每日进行足部检查对预防ＤＭ足的

标的变化均未达到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发生有重要意义，与国外的研究结果具有一致

（Ｐ均＞０．０５）。

性［６＇Ｈ］。据报道５０％以上曾做过截肢术的患者缺乏
足部护理知识，未进行过全面的足部检查。在一项

３讨论

研究【１叫中发现，有２３例膝以下截肢的患者，其中２２

３．１教育干预对提高患者对ＤＭ足的认识和足部

例从未进行过预防性足部检查或早期治疗。可见，

本研究发现：教育干预前有

强化ＤＭ患者的日常足部护理教育与指导，督促患

９０％以上的ＤＭ患者对ＤＭ足的认识不足、缺乏自

者养成良好的日常足部护理卫生习惯，建立健康的

我评估ＤＭ足的相关危险因素和并发症早期筛查意

足部护理行为，是预防ＤＭ足的重要举措。本研究

识、知识；教育干预前两组均有３０％～４０％的患者

通过多次、反复、长时问对教育干预组患者实施强化

缺乏日常足部护理知识、有３０％以上的ＤＭ患者缺

足部护理教育，其结果显示了教育干预对提高足部

乏选择合适鞋、袜的知识。本研究在实施糖尿病足

护理知识水平、建立和改进患者日常足部健康护理

护理知识水平的作用

的预防护理教育干预９个月后，教育干预组患者对

行为的有效促进作用。

糖尿病足的认识、早期筛查知识、日常足部护理、合

３．３教育干预对减少足部皮肤损伤的积极影响

适鞋袜选择、修剪趾甲等项知识评分均较对照组明

教育干预前对本组１７８例患者的病情评估显示：有

显提高（Ｐ＜０．０５。Ｐ＜０．０１）。显示了教育干预对

１／３的患者足部状况不良，有潜在发生ＤＭ足的危险

提高患者对ＤＭ足的认识和足部护理知识水平的积

性。本研究显示，通过对患者进行系统的ＤＭ足预防

极作用。大部分患者所接受知识教育的重点在于药

护理教育干预９个月后追踪观察发现，两组患者在基

物的使用、饮食和运动指导及自我监测方面，患者最

线人口学及足部病理改变相似的情况下，实验组患者

关心的是自己的血糖变化、关注ＤＭ视网膜病变、肾

在教育干预后足部胼胝发生率、胼胝发生数目、胼胝发

病及心脑血管等并发症，而往往忽视足部护理问题，

生面积、足部皮肤损伤率、足部皮肤损伤次数、足癣发

对ＤＭ足的预防知识了解很少。Ｒｅｂｅｒ等¨ｏ的研究

生率、皮肤干燥、皲裂发生率等以上各项足部病理改变

显示ＤＭ患者缺乏保护足的知识教育者，截肢的危

指标的发生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尸＜０．晒～Ｐ＜０。００１）。

险性增加３．２。文献ｕ４０报道，即使已有ＤＭ足的危

显示了良好的ＤＭ足预防的护理教育干预效果。有

险因素存在，良好的足部护理能使多达８０％的患者

研究提示¨５｜，预防教育应从低危者着手，早期采取

不发生足部溃疡。因此，加强ＤＭ患者对ＤＭ足的

针对性护理措施，是有效预防ＤＭ足的关键，与本组

认识和日常足部护理教育指导，养成良好的卫生习

结论相一致。本研究中教育干预组患者发生足部皮

惯，建立健康的足部护理行为，对ＤＭ足的预防尤为

肤损伤者（９例，１０．４７％）明显低于对照组（２８例，

重要。

３０．４３％）。损伤的原因以穿着不合适鞋子、修剪趾

３．２教育干预对改进糖尿病患者日常足部护理行

甲不当为最多见，其次是足部疾患自行处理不当、足

教育前本组１７８例ＤＭ患者中有近半数

部意外损伤（如烫伤等）和甲沟炎、足癣等足疾患。

的患者日常足部护理行为不良。本研究显示，教育

可见，ＤＭ足的预防要从日常足部护理、选择合适鞋

干预９个月后实验组患者坚持每日用正确方法洗

袜、正确修剪趾甲等每一项细节做起，建立健康的足

足、全面检查足部、涂搽润肤霜、做足部按摩和进行

部护理行为，才能预防和减少ＤＭ足的发生。

为的作用

下肢运动的人数明显增多（均Ｐ＜０．００１）。教育干

本研究通过采用个体化、一对一的教育方式，

预后实验组患者仍没有做到穿着合适鞋子、袜子和修

通过多次、反复对患者实施强化足部护理教育并追

剪趾甲不合格者明显低于对照组（均Ｐ＜０．００１）。显示

踪随访９个月，其结果佐证了ＤＭ足的预防护理教

了教育干预对患者建立健康足部护理行为的重要作

育干预在减少足病发生中的重要作用。与Ｐｉｅｂｅｒ，

用。糖尿病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

Ｈ锄ａｌａｉｎｅｎ等［１６＇１７ ｏ的研究结果基本相符。国内目前

能力，促进患者改变不良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本

尚未见类似研究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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