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护理研究窑

中国现代医生 2021 年 9 月第 59 卷第 27 期

医联体血糖信息化管理系统对糖尿病患者血糖、
糖化血红蛋白水平的影响
陈

玲

郑晓佳

林小燕

田江宣银

浙江省丽水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袁浙江丽水

323000

[摘要] 目的 探讨医联体血糖信息化管理系统对糖尿病患者血糖尧糖化血红蛋白水平的影响遥 方法 选取 2018 年

3 月至 2019 年 3 月我院未实施医联体血糖信息化管理系统前收治的 60 例糖尿病患者作为对照组袁 同时选取
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3 月我院实施医联体血糖信息化管理系统后收治的 60 例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组袁对比两

组应用医联体血糖信息化管理系统前后糖化血红蛋白渊HbA1c冤尧空腹血糖渊FPG冤尧餐后 2 h 血糖渊2 hPG冤尧胰岛素

用量尧人均低血糖次数及患者生活质量尧满意度评分遥 结果 研究组应用医联体血糖信息化管理系统后袁HbA1c尧
FPG尧2 hFPG 各项指标均低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研究组应用医联体血糖信息化管理系统后袁胰

岛素用量尧人均低血糖次数低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研究组应用医联体血糖信息化管理系统后袁
生活质量尧满意度评分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结论 在糖尿病患者的管理过程中袁应用医联
体血糖信息化管理系统取得了满意的效果袁能够加强对患者血糖的管理袁降低血糖尧糖化血红蛋白的水平袁降低
胰岛素的用量袁有利于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袁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应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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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blood glucos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conjoined on blood glucose and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levels of diabetic patients. Methods Sixty diabetic patients
who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8 to March 2019 before the application of blood glucos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conjoined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袁 while sixty patient who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19 to March 2020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blood glucos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conjoined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group. The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渊HbA1c冤袁 fasting

blood glucose 渊FPG冤袁 2-hour postprandial blood glucose 渊2 hPG冤袁 dosage of insulin袁 per capita number of hypoglycemia袁
quality of life袁 and satisfaction score before and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blood glucos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conjoined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indicators of HbA1c袁 FPG袁 and
2 hPG in the study group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blood glucos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conjoined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袁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渊P<0.05冤. The dosage of insulin and

per capita number of hypoglycemia in the study group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blood glucos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conjoined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袁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渊P<0.05冤.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satisfaction score in the study group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blood glucose information manage鄄

ment system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conjoined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袁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渊P<

0.05冤.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blood glucos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conjoined

has satisfactory effects in the management of diabetic patients袁 which can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blood glucose袁
reduce the levels of blood glucose and glycosylated hemoglobin袁 decrease the dosage of insulin袁 and improve the quali鄄
ty of life in diabetic patients. It is worthy of further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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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袁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在不断

水平尧药物使用等情况进行会诊管理袁并调整药物医

改进袁再加上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给人们带来的

嘱遥 临床根据建议调整患者治疗尧饮食及运动的方案袁

不良影响袁糖尿病的发病率逐渐上升袁成为威胁人类

加强对患者血糖的管理遥

健康的重要疾病[1]遥 糖尿病是一种终身性疾病袁严重影
响着患者日常生活遥 有研究显示袁血糖长期波动是引
起糖尿病血管病变的重要因素袁因此对糖尿病患者进

行长期科学的疾病管理是临床关注的重点[2-3]遥血糖信
息化管理系统是一种糖尿病管理模式袁随着医联体的

完善袁其联合系统应用是否能取得更有效的结果遥 本
研究旨在探讨医联体血糖信息化管理系统对糖尿病
患者血糖尧糖化血红蛋白水平的影响袁现报道如下遥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1.3.1 两组干预前后的各项血糖指标比较 包括糖化
血红蛋白渊HbA1c冤尧空腹血糖渊Fasting plasma glucose袁
FPG冤以及餐后 2 h 血糖渊2 hour postprandial blood glu鄄

cose袁2 hPG冤的水平袁观察两组在管理期间其指标的
变化情况遥

1.3.2 两组患者胰岛素的用量及人均低血糖次数比较

记录两组患者在血糖达标时胰岛素的用量及低血糖
的发生次数袁计算人均低血糖次数渊人均低血糖次数=
60 例患者发生低血糖的总次数/60冤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3 月至 2019 年 3 月我院未实施医

联体血糖信息化管理系统前收治的 60 例糖尿病患者

作为对照组袁同时选取 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3 月我
院实施医联体血糖信息化管理系统后收治的 60 例糖
尿病患者作为研究组遥 对照组男 40 例袁女 20 例袁年龄

16耀76 岁袁平均渊45.5依8.5冤岁袁病程 1.1耀7.2 年袁平均

渊4.2依1.5冤年袁1 型糖尿病 11 例袁2 型糖尿病 49 例遥 研
究组男 38 例袁女 22 例袁年龄 15耀75 岁袁平均渊45.8依

9.0冤岁袁病程 1.2耀7.5 年袁平均渊4.5依1.0冤年袁1 型糖尿病
10 例袁2 型糖尿病 50 例遥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袁

1.3.3 两组出院时生活质量及满意度比较 淤应用 36 条
目健康量表渊SF-36冤评价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袁包括生

理功能尧生理职能尧躯体疼痛尧总体健康尧活力尧社会功

能尧情感职能尧精神健康袁每个方面总分 100 分袁测量
后取所有项的平均值袁分数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高[4]曰

于应用医院自制的满意度评分问卷评价两组患者满
意度袁包括诊断体感尧治疗体感两个方面袁每项50 分袁

总分为 100 分袁让患者根据自身感受进行评分袁分数
越高表示满意度越高遥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8.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遥 计量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所有患者

资料以均数依标准差渊x依s冤表示袁采用独立样本 t 检

自愿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袁且本研究符合医

验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院医学伦理学标准遥

纳入标准院淤符合 1999 年世界卫生组织对于糖尿

病的诊断标准曰于患者精神尧意识无障碍能够配合完

成研究曰盂患者及家属知情本研究遥 排除标准院淤合并
患有严重的心尧肾及肺等器官功能障碍者曰于不配合
本研究者曰盂合并患有全身性及感染性疾病者遥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未应用医联体血糖信息化管理系统袁具
体方法如下院应用常规便携式血糖检测仪对患者血糖
进行检测袁在血糖检测记录单记录每次检测的血糖值
并反馈给医生袁医生查看后根据记录单记录的血糖情
况调整患者饮食尧运动及治疗的干预遥

1.2.2 研究组 应用医联体血糖信息化管理系统袁流程
如下院应用床旁 POCT 临床智能医用便携式血糖检测
仪对患者的血糖进行检测袁医联体血糖信息化管理系
统与医院管理系统对接袁将医院管理系统中患者的相
关信息传输到智能医用便携式血糖检测仪中遥 检测血
糖时直接扫描腕带信息袁检测完后将指标及用药情况
实时传输到内分泌科袁专科医生根据患者检测血糖的

2 结果
2.1 两组 HbA1c尧FPG尧2 hPG 各项指标比较

应用医联体血糖信息化管理系统后袁研究组

HbA1c尧FPG尧2 hPG 各项指标均低于对照组袁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1遥

2.2 两组胰岛素用量及人均低血糖次数比较
应用医联体血糖信息化管理系统后袁研究组胰岛
素用量尧人均低血糖次数低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2遥

2.3 两组生活质量及满意度比较
应用医联体血糖信息化管理系统后袁研究组生活
质量尧满意度评分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
0.05冤遥 见表 3遥
3 讨论

糖尿病根据发病原因的不同可以分为 1 型糖尿

病及 2 型糖尿病遥 糖尿病治愈的难度较大袁其治疗原

则是控制患者的血糖指标[5]遥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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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 HbA1c尧FPG尧2 hPG 各项指标比较渊x依s冤

组别

n

研究组

60

对照组
t值

HbA1c渊%冤

干预前

60

干预后

11.8依1.5

6.6依1.1

1.735

20.115

11.9依1.7
跃0.05

P值

8.7依1.5

t值

17.346
19.062

P值

约0.05
约0.05

干预前

12.9依1.7

7.1依0.9

1.683

19.635

12.8依1.5

约0.05

跃0.05

表 2 两组胰岛素用量及人均低血糖次数比较渊x依s冤
n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t值

60
60

胰岛素用量[U/渊kg窑d冤] 人均低血糖次数渊次冤
31.84依5.14

0.83依0.11

20.467

19.367

37.62依4.95
约0.05

P值

2.59依0.47
约0.05

表 3 两组生活质量及满意度比较渊x依s袁分冤
n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t值

60
60

生活质量

89.35依4.54

18.957

19.115

约0.05

P值

满意度

87.15依4.96
78.37依5.05

FPG渊mmol/L冤

干预后

80.26依4.79
约0.05

9.0依1.5

t值

20.067
22.251

约0.05

P值

约0.05
约0.05

干预前

2 hPG渊mmol/L冤

干预后

16.3依2.5

8.7依2.1

1.634

21.164

16.5依2.4 10.9依2.3
跃0.05

t值

21.141
21.905

P值

约0.05
约0.05

约0.05

研究结果显示袁研究组应用医联体血糖信息化管理系

统后袁HbA1c尧FPG尧2 hPG 各项指标均低于对照组渊P约
0.05冤袁提示在糖尿病患者的管理中袁实施医联体血糖

信息化管理系统能够更好地管理患者血糖的指标遥 分
析其原因是由于该系统的实施能够全面尧准确地了解
患者的病情袁 从而能够给予更针对性的诊断及治疗袁
促进了血糖指标的改善遥
常规血糖检测完后记录在记录单上袁医生根据记
录单的内容对患者进行疾病的治疗及药物剂量的调
整袁其存在着一定的不准确性袁调整偏差较大时可能

现袁传统医疗模式存在着一定的不合理性袁且不符合

会引发患者低血糖袁严重者会危及其生命安全[18]遥 本研

新时代的发展遥 随着医疗体制的不断改革与发展袁医

究组胰岛素用量尧人均低血糖次数低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袁

联体模式逐渐推进应用袁其目的是为了提高临床疾病

提示在糖尿病患者的管理中袁实施医联体血糖信息化

的诊治效率袁优化资源的配置袁最终提高医疗水平[6]遥 现

代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信息化遥 同样在医疗诊断及治疗
中袁信息化数据处理的应用也推进了医联体的运转[7]遥 临
床有关数据显示袁血糖指标异常引发其他疾病的概率
越来越高袁加上患者在治疗期间可能会选择多家医院
就诊袁这就需要重新检测患者血糖袁并不能很好地了解
患者以往的血糖变化情况袁最终影响治疗方案的制订[8]遥

在该问题的背景下袁医联体血糖信息化管理系统建立
并投入临床应用遥
医联体血糖信息化管理系统是以为患者服务为
原则袁对医联体内医院糖尿病患者进行有效的血糖信
息管理[9]遥 在医联体血糖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开放后袁医

联体内各级医院相关的人员将在本院接受治疗的所
有糖尿病患者的血糖信息进行上传袁 并对其数据尧资
料进行实施更新袁从而有利于血糖指标的管理[10-11]遥而

且在检测中应用的检测仪均为同一种袁避免了质量有

究结果显示袁应用医联体血糖信息化管理系统后袁研

管理系统能够降低胰岛素的用量袁减少低血糖的发生
次数遥 分析其原因是由于该系统能够实时检测患者的
血糖控制情况袁从而能够更好地调整胰岛素的使用剂
量袁及时纠正尧预防异常葡萄糖水平的现象袁降低低血
糖的发生遥 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应用是与当今时代发展
相契合的袁在分享医疗资源的同时也高效使用了医疗
资源[19-20]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袁应用医联体血糖信息化管

理系统后袁研究组生活质量尧满意度评分高于对照组
渊P约0.05冤袁进一步证实了医联体血糖信息化管理系统
的应用价值遥

综上所述袁糖尿病患者的管理过程中袁应用医联
体血糖信息化管理系统取得了满意的效果袁能够加强
对患者血糖的管理袁降低血糖尧糖化血红蛋白的水平袁
降低胰岛素的用量袁从而有利于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袁
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应用遥

参差引起指标差异的现象[12]遥 医联体血糖信息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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