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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糖尿病护理中全程健康教育模式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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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全程健康教育模式采取高血压糖尿病护理产生的效果。方法 选择我院 2021 年 3 月
到 2022 年 3 月接收的 60 例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按照随机数表方式分组，30 例实施一般护
理，设定为对照组，30 例在对照组基础上加入全程健康教育模式，设定为观察组，分析两组护理效果差异。
结果 观察组护理后血压、血糖水平明显降低，观察组护理后相关知识认知度评分明显较高，观察组护理满
意度明显较高，（P<0.05）。结论 高血压糖尿病护理中全程健康教育模式能够提高认知度，改善血压，血
糖，同时还能达到患者护理满意要求，值得临床重视并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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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whole course health education model in hypertension and diabetes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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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the whole health education mode of hypertension and diabetes
care. Methods from March 2021 to March 2022 to receive the 60 cases of high blood pressure, diabetes pati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ccording to the way of the random grouping, 30 cases of general nursing, set to the control
group, 30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on the basis of joining the whole health education pattern, set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alysis the nursing effect is similar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nursing, the blood
pressure and blood glucose level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and the score of knowledge
recognition after nursing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5). Conclusion The whole health education model in the nursing
of hypertension and diabetes mellitus can improve the awareness, improve blood pressure, blood glucose, and meet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requirements of patients,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attention and adoption.
【Keywords】hypertensive diabetes mellitus; General care; Whole-course health education model; Blood
pressure; Blood sugar
高血压糖尿病对心脑血管危害具有协同效应，
会给机体带来双重打击和多重危害。高血压是糖尿
病心血管和微血管并发症重要危险因素。糖尿病一
旦和高血压合并，则会直接增加心脑血管事件发生
风险，并加速视网膜病变和肾脏病变发生[1]。所以
对于高血压糖尿病应该引起高度重视。高血压糖尿
病患者对自身疾病认知较低，对治疗和护理认知较
低，导致在治疗和护理过程中极容易出现不配合等
情况，直接影响病情控制效果。做好全程健康教育

工作，使其能够提高对自身疾病、治疗和护理等有
关知识认知度，能够保证护理效果[2]。此次研究则
分析全程健康教育模式采取高血压糖尿病护理产生
的效果。详细内容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21 年 3 月到 2022 年 3 月接收的 60
例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按照随机数
表方式分组，30 例实施一般护理，设定为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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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例在对照组基础上加入全程健康教育模式，设定

人员好需要时刻关注患者精神状态以及情绪变化，

为观察组，分析两组护理效果差异。对照组男 17
（56.67%）例，女 13（43.33%）例，年龄范围 56
岁到 77 岁，平均年龄 63.22±2.39 岁。观察组男 16

全面掌握患者心理状况，根据心理变化调整心理教
育方法。（2）向患者讲解高血压糖尿病病因、日常
注意事项以及护理重要性有关知识。
（3）饮食指导，

（53.33%）例，女 14（46.67%）例，年龄范围 58

根据患者体重和每天活动强度，饮食习惯等，制定

岁到 79 岁，平均年龄 63.29±2.40 岁。纳入标准：
①通过诊断均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②患者、家属

饮食计划。指导患者控制总热量，限制食盐、糖摄
入。（4）用药指导，向患者进行用药方法、用药不
良反应、用药剂量、用药时间等讲解，保证患者均

均了解实验内容，签署同意书。排除标准：①精神
问题，沟通问题，认知障碍。②心脏、肝脏以及肾
脏等脏器存在功能不全。③中途退出。④传染性疾
病。⑤病史资料不完善。

能够有效掌握，严格按照医生嘱咐合理用药。③将
患者、家属拉入微信平台，定期向平台内发送高血
压糖尿病等相关知识，对患者提出的问题及时解决。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一般护理，观察组加入全程健康教
育模式。
（1）对照组
给予对照组一般护理，主要包括：①饮食指导，

护理人员和患者保持良好沟通，定时提醒患者用药，
告知患者用药量、方法等。同时提醒患者注意监测

根据患者实际情况给予患者营养、科学、均衡饮食，
保证患者每日营养所需。②日常护理，对患者所处

据相关知识认知度调查表分析两组护理后相关知识
认知度评分。主要为心理方面、用药方面、疾病方

环境进行检查，及时开窗透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
及时对患者床单、被套等进行更换消毒。③病情观
察，做好患者血压、血糖等监测，发现异常情况，
及时处理。④用药指导，协助患者规范用药。用药
后加强不良反应监测，保证用药安全性。
（2）观察组

面等认知情况。总分为 100 分，分数越高显示掌握
情况越好。根据满意度调查表分析两组护理满意度。
护理满意度总分为 100 分，90 分以上为非常满意，

观察组为全程健康教育模式，主要内容：①建
立全程健康教育小组，选择一名资历丰富的护理人
员担任护理组长，带头协助护理工作。对护理人员
进行系统化培训。针对患者实际病情状况，健康知
识了解情况以及理解能力等制定全程健康教育计
划。②利用讲座、发放手册以及制作抖音小视频方
式进行健康教育，主要为高血压糖尿病诱发原因，
危害，护理方法，流程，护理重要性等。对于理解
能力较弱，以上方法后还是没有掌握患者可以采取
面对面反复讲解，讲解时护理人员保持足够耐心，
语言温和，缓慢，内容通俗易懂。主要内容：（1）
心理教育，护理人员积极和患者沟通，交流，全面
掌握患者内心真实想法，综合判断心理状况。给予
患者鼓励和开导。告知良好的心理状况有利于稳定
病情，引导患者掌握心理调节方法，学会自主调节
不良情绪。引导患者倾听舒缓音乐，利用音乐舒缓
身心。引导患者进行深呼吸放松。通过吸气、呼气，
起到快速放松身心效果。在心理护理过程中，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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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血压水平，及时复查。
1.3 疗效标准
分析两组护理前，后血压、血糖水平变化。根

60 分到 90 分为基本满意，60 分以下为不满意。护
理满意度=（非常满意+基本满意）/总例数。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0.0 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
较采用 t 检验，并以（ x ± s ）表示，率计数资料采
用χ2 检验，并以率（%）表示，（P<0.05）为差异
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分析两组护理前，后血压、血糖水平变化
得出结果，观察组护理后血压、血糖水平明显
降低，（P<0.05）。见表 1。
2.2 分析两组相关知识认知度评分
对照组相关知识认知度评分（80.12±1.13），
观察组相关知识认知度评分（93.22±2.29），两组
相关知识认知度评分（t=12.304，p=0.002）。得出
结果，观察组护理后相关知识认知度评分明显较高，
（P<0.05）。
2.3 分析两组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护理非常满意 11（36.67%）例，基本满
意 14（46.67%）例，不满意 5（16.67%）例，护理
满意度 83.33%（25 例）。观察组护理非常满意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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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3%）例，基本满意 16（53.33%）例，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χ2=9.886，P=0.002）。得出结果，观

1（3.33%）例，护理满意度 96.67%（29 例）。两组

察组护理满意度明显更高，（P<0.05）。

表 1 分析两组护理前，后血压、血糖水平（ x ± s ）
组别

例数

观察组

30

对照组

30

时间

收缩压（mmHg)

舒张压（mmHg)

空腹血糖(mmol/L）

餐后两小时血糖(mmol/L）

护理前

140.12±9.77

93.22±9.23

12.23±2.33

17.23±3.55

护理后
护理前

120.12±8.12
141.22±9.79

77.12±9.06
93.25±9.25

5.23±1.08
12.20±2.31

10.02±1.32
17.20±3.50

护理后

137.29±9.56
4.342

86.23±9.15
3.024

7.10±1.18
1.023

12.33±1.67
2.304

10.203
1.032

9.024
1.021

5.697
1.002

7.021
1.020

0.001

0.001

0.001

0.001

t

-

-

P

-

-

3 讨论
高血压与糖尿病是常见的慢性疾病， 通常没有
明显的症状，较多患者同时存在高血压和糖尿病两
种病症，严重威胁生命健康[3]。对于高血压糖尿病
患者来说，积极控制血压、血糖极为重要。做好患
者健康教育工作，能够提高患者对自身疾病认知，

[2]

高血压患者中的应用[J].齐鲁护理杂志,2022,28(07):5457.
[3]

陈锦凤.健康教育对糖尿病伴高血压患者服药依从性的
干预效果评价[J].糖尿病新世界,2022,25(02):174-178.

[4]

陈燕青.互动模式健康教育在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中的应
用研究[J].心血管病防治知识,2021,11(32):44-47.

提高对饮食、运动等方面重视，做好自我血糖、血
压监测，有效控制病情发展[4-5]。
全程健康教育模式为临床创新护理方法，能够

[5]

崔振军.个性化护理措施与健康教育对 2 型糖尿病合并
高血压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J].中国医药指南,2021,19
(12):7-9.

提高患者对自身病情认知度，对治疗和护理工作配
合度，促使治疗和护理工作顺利完成。全程健康教
育模式在护理工作中作用较大，能够弥补一般护理
不足，达到增强护理效果作用[6]。将全程健康教育
模式应用于高血压糖尿病护理中，利用讲座、发放
手册以及制作抖音小视频方式进行高血压糖尿病诱
发原因，危害，护理方法，流程，护理重要性等相
关知识宣导。对于理解能力较弱，以上方法后还是
没有掌握患者可以采取面对面反复讲解，从而确保
患者均能够有效掌握，使其积极配合有关护理工作
[7-8]
。此次研究则分析全程健康教育模式采取高血压
糖尿病护理产生的效果。结果发现，观察组护理后
血压、血糖水平明显降低，观察组护理后相关知识
认知度评分明显较高，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明显较高，
（P<0.05）。
综上所述，高血压糖尿病护理中全程健康教育
模式应用效果较佳，值得临床重视并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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