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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调研·

开展社区糖尿病肾病中医健康教育的调查
朱秀丽

宋先东

黄波

【摘要】 目的 探讨中医在社区糖尿病肾病（DN）患者健康教育中的作用。方法 将 124 例糖尿
病肾病患者分为两组各 62 例，观察组为自愿参加社区中医健康教育者，对照组未参加社区中医健康教育
者，通过调查问卷，了解 DN 患者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对中医健康教育的需求和建议。结果 观
察组对 DN 知识了解程度明显高于教育前，治疗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χ2＝3.376，P＜0.01）。结论 在
社区 DN 人群中实施中医健康教育可有效提高患者对 DN 的认知程度，对 DN 的院外治疗有较好的推动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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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of TCM in community health education of diabetic nephropathy ZHU Xiu-li, SONG
Xian-dong, HUANG Bo. Health care department, Red Fla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Mudanjiang Medical College,
Mudanjiang 15701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rol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community health
education of diabetic nephropathy(DN). Methods 124 patients of DN were randomly recruit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with 62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participated in TCM health care education voluntarily, while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did not take any
TCM education health care. Questionnaire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relative knowledge to DN and demands and
suggestions to TCM education health care. Results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s had an obviously better
understanding to DN knowledge than before.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χ2＝3.376, P＜0.01).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TCM health education in
community DN patients will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cognition of the patients to DN, and will also promote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DN treatment outside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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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肾病（diabetic nephropathy，DN）为糖
尿病的常见慢性并发症之一，是糖尿病致残和致

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1.1

全部 DN 患者均选自 2007 年 1 月至 2009 年 1

死的主要原因。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DN 的发病率也逐年上升。

月我院门诊，以是否愿意参与社区中医健康教育

糖尿病肾病属中医“水肿”、“肾消”等范畴，治

分为两组各 62 例，观察组（自愿参加社区中医健

疗上多以三分治、七分养的长期院外治疗为主

［1］

。

康教）中男性 41 例、女性 21 例；年龄 50～72 岁、

因此让患者对疾患及生活习惯有充分，正确的认

平均（59.6±4.7）岁，文化程度小学 13 人、初中

识，对 DN 的治疗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32 人、初中以上 17 人。对照组（未参加社区中医

本文总结分析了我科 62 例 DN 患者的社区中
医健康教育情况，现报告如下。

健康教）中男性 39 例、女性 23 例；年龄 52～71
岁、平均（60.5±5.1）岁；文化程度小学 12 人、初
中 33 人、初中以上 17 人，均经实验室检查确诊
为 DN 者。两组在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方面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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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1.2.1

中医健康教育方法
教育计划：收集患者的相关资料，了解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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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基本病情。通过对患者群生活情况的分析，以

诊一次，根据血糖水平调整用药，1 个月检测尿常

评估患者接受中医健康教育的难易程度等。根据

规一次，6 个月检测肾功能和β微球蛋白一次。观

患者的个体差异，制定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计划，

察组在此基础上参加每月一次的 DN 中医知识讲

使患者基本了解本病的临床表现以及相关医学知

座，也可通过电话咨询。问卷调查评分标准：就

识，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改善其生活质量。

中医健康教育的内容以选择题形式出题，共 100

教育内容：①心理辅导：DN病史较长，患

题，每题 1 分，满分 100 分，计算得分。对比观察

者多有顾虑，有些患者在得知疾病终末的情况下

两组对 DN 知识了解程度及 2 年后 DN 治疗情况。

无法面对现实，因此健康教育首先应帮助患者树

1.4

1.2.2

[ ]

疗效判定标准 4

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使其能够积极配合相关的

好转：临床症状（倦怠乏力、心悸气短、自

康健教育及心理辅导。②传授疾病知识：有些DN

汗口渴、肢体麻痛、舌紫暗等）明显改善、尿微

患者对疾病知识认识不正确，不全面，因此在健

量白蛋白排泄率＜30 mg/24 h 或下降≥50%；恶

康教育中应告知患者正确的疾病知识及防治方

化：临床症状无改善，24 h 尿微量白蛋白排泄率

法，使其能够放松心情，积极主动的配合治疗。

未下降或升高者。

③治疗与预防并发症：对血糖的控制是DN患者

1.5

统计学方法
定量数据均以均数±标准差( x

长期治疗中的重要内容，对各类降糖药物的使用

± s )表示，两

和注意事项应做出全面的讲解，明确指出日常生

样本间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于分类变量数据采

活中的饮食禁忌。同时高血压和感染是DN患者

用χ2检验。运用SPSS 11.5 软件对上述数据自动完

［2］

的常见并发症

，因此在控制血压，注意个人卫

生、提高免疫力，预防感冒等方面也应给出正确

成统计，比较各组之间有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的指导。
1.2.3

运动指导：DN患者合理的运动可增加肌肉

对糖类的消耗，是控制血糖的有效措施

［3］

，同时

结果

2

中医健康教育前后对 DN 知识了解程度比较

2.1

还能够增加呼吸功能和消化功能，提高患者免疫

经中医健康教育后观察组对 DN 知识了解程

力，因此中医健康教育中应建议患者采用简单的

度积分，明显高于教育前，而对照组无变化，见

适量的运动，如漫步、太极拳等运动方式，进行

表 1。

每日的适量的活动，活动中应注意避免受伤和运
表 1 中医健康教育前后对 DN 知识
了解程度积分比较( x ± s )

动过量。
在 DN 患者的健康教育中，应提醒患者注意
个人生活起居，不要过度劳累，注意保暖，预
防感冒，部分老人长期卧床，应注意呼吸道及

组别

例数

观察组
对照组

62
62

教育前

教育后

P值

51.2±18.2
52.1±18.3

77.5±15.1
53.2±16.1

＜0.05
＞0.05

泌尿感染发生。告知患者针药治疗后的注意事
项，熬制汤药的方法，及药物煎制过程中的注

中医健康教育后 DN 治疗情况比较

2.2

观察组患者的DN治疗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

意事项等。
1.3

研究方法
制定问卷调查表，两组患者均参与观察前后

的重复问卷调查。内容包括：患者一般情况，生
活习惯，DN 的有关知识，对中医健康教育的需求
和建议。观察期为 2 年，全部患者均每月至少就

2

（χ ＝3.376，P＜0.01）
，见表 2。
表2

中医健康教育后 DN 治疗情况比较（例）

组别

例数

好转

恶化

观察组
对照组

62
62

33
9

2
13

·225·

国际中医中药杂志2011年3月第33卷第3期 Int J Trad Chin Med, March 2011, Vol. 33, No.3

3

提高患者对DN的认知程度，对DN的院外治疗有很

结语
通过社区的中医健康教育，患者对 DN 知识

好的推动作用。

的认识有了较大改善，具备了一定的中医理论知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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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识，提高了自我管理能力，并树立起正确观念和
良好的生活习惯，基本掌握了饮食、药物及运动

［1］

等方法，使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取得了良好的

［2］

效果，教育后随访 1～2 年，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4］

据报道

，科学合理的健康教育不仅能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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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区DN人群中实施中医健康教育能够有效的

（本文编辑：樊红雨）

·快讯·
五层龙属植物（Salacia oblonga）抗Ⅱ型糖尿病研
究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调查，2007 年有

十七种南非鼠尾草属植物提取物及其中一种植物
（Salvia radula）中化合物抗疟和抗癌活性研究

十七

2360 万美国人患糖尿病，占美国总人口 7.8%。印度阿

种鼠尾草属植物属南非传统药物。科学家们对十七种鼠

育吠陀传统医学使用五层龙属植物 Salacia oblonga 治

尾草属植物的提取物进行体外生物活性检测。这些体外

疗糖尿病。美国 ABBOTT 实验室资助项目支持有关研

检测包括抑制疟原虫（FCR-3）生长和繁殖活性，三种

究人员对 Salacia oblonga 根提取物降低Ⅱ型糖尿患者

人类癌细胞株和肾上皮组织细胞株细胞毒活性。其中三

血糖和胰岛素水平作用进行了随机对照实验研究。在空

种癌细胞株包括乳腺癌细胞株（MCF-7），结肠腺癌细

腹装态下，将 82 位糖尿病患者随机分为三组：对照组

胞株（HT-29）和胶质母细胞癌株（SF-268）。这些提取

给予 510 g 高碳水化合物食物，另两组在给予同样食物

物IC50为 3.91～26.01 micro g/ml时，具有抗疟活性，其

同时分别给予 240 g 和 480 g 五层龙根提取物。在实验

中Salvia radula提取物活性最强。之后，从这种提取物

前，测量了每位患者血清、血糖和腺岛素水平作为基线，

中分离出两个化合物，经鉴定为丹参酮和鼠尾草素。当

并观察了餐后 180 min 血清、血糖和腺岛素变化曲线。

这两种化合物IC50为 4.95～24.60 micro g/ml时，抗疟活

与对照组比较，给予五层龙根提取物的两组餐后血糖曲

性接近或低于Salvia radula粗提物；9.69～43.65 micro

线下阳性面积明显减少，其中 240 g 组减少 14%，480 g

g/ml时，具有抑制乳腺癌细胞株（MCF-7）活性；8.72～

组减少 22%，而这两组血糖调整分泌峰反应也分别降低

59.12 micro g/ml时，具有抑制胶质母细胞癌株（SF-268）

了 19%和 27%。这两组腺岛素曲线下阳性面积明显减

活性；17.05～57.00 micro g/ml时，具有抑制结肠腺癌

少，腺岛素调整分泌峰反应也明显降低。其中 240 g 组

细胞株（HT-29）活性，其中Salvia lanceolata提取物活

腺岛素曲线下阳性面积减少 14%，腺岛素调整分泌峰反

性最强；12.12～53.34 micro g/ml时，科学家检测了它

应降低 9%。480 g 组这两个观察指标分别下降了 19%

们抑制肾上皮组织细胞株活性，但发现了一定程度细胞

和 12%。本实验结果表明，五层龙根据取物有利于Ⅱ型

毒性。这些抗疟和抗癌体外活性检测证明了鼠尾草属植

糖尿病患者餐后血糖控制。由于糖尿病患者增加，美国

物的传统药物作用。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Botany，

的医疗负担也在不断增加。因而，应该对这一研究结果

2008，74（2）：238-243）

进行深入研究。
（Am J Clin Nutr，2007，86（1）
：124-130）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办公室

金莉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