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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临床药师介入门诊糖尿病足治疗效果分析
王友梅 张岚 卢洪慧

慎荣杰

殷炜铭 张小丽

糖尿病足属糖尿病的严重并发症。 糖尿病足患
者因合并神经病变及不同程度的末梢血管病变 [1]，
表现为足部干燥、皲裂、足癣、胼胝，足部皮肤发凉，
肤色褐紫，下肢麻木、感觉迟钝，严重时合并感染，
导致下肢坏疽、截肢，不仅影响糖尿病患者的生存
质量，甚至可能危及生命。 门诊糖尿病患者的用药
依从性及自我管理能力较差，不仅削弱了药物治疗
效果，还造成资源浪费。 我院临床药师对门诊糖尿
病患者进行用药指导与康复干预治疗，获得了较为
满意的效果。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14年3月至2015年3月门诊
糖尿病足患者31例， 其中1例因病情严重需住院治
疗，余30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男性20例、女性10例；
年龄41～82岁。 所有患者均符合美国感染学会及国
际糖尿病足病组对糖尿病足的分类诊断标准 [1]，签
署参与研究知情同意书。 本次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所有患者随机分成干预组与对照组，每组患
者15例。 干预组男性9例、女性6例；年龄46～82岁，
平均年龄（67.20±5.17）岁，病程1～22年，平均病程
（14.77±3.21）年；对照组男性11例、女性4例，年龄
41～80岁，平均年龄（65.16±6.37）岁，病程1～20年，
平均病程（13.56±4.21）年。 两组性别、年龄和病程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1.2 诊断标准 参照美国感染学会及国际糖尿病
足病组对糖尿病足的分类诊断标准[1]。
1.3 方法 对照组予常规门诊流程治疗， 干预组在
对照组基础上，临床药师为每位门诊糖尿病患者建立
药学服务专用健康档案，从帮助患者了解自身病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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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增加对患者的糖尿病知识宣教，进行针对性用药
与康复干预指导，并观察随访，记录反馈信息。
1.3.1 建立健康档案 临床药师为每位患者建立药
学服务专用健康档案，内容包括患者姓名、性别、年
龄、体重等基础信息；血糖、血压、血脂、肝肾功能等
体检指标，记录家庭住址、联系方式，以便了解患者
动态，及时与患者及家属沟通交流。
1.3.2 用药指导 临床药师帮助患者了解自身病
情，进行针对性用药指导，帮助患者遵从医嘱，规范
降糖药物的用量、频次和给药时间。 如：磺脲类口服
降糖药格列齐特通过刺激胰岛β细胞分泌胰岛素
降低血糖水平， 对有一定胰岛功能者疗效较好，对
发病年龄较轻、体形不胖的糖尿病患者在早期也有
一定疗效。 格列齐特缓释片用于成年的2型糖尿病
患者，剂量30～120 mg，每日一次，建议于早餐时服
用。 若某日忘记服用药物，第二日服药剂量不得增
加。 双胍类药物在增加外周组织对葡萄糖的利用，
发挥降糖作用同时还有减少胃肠道对葡萄糖吸收，
减轻体重的效果，尤其适合肥胖和伴高胰岛素血症
者。 二甲双胍片日剂量一般为1～1.5 g，分2～3次服
药，餐中和餐后即刻服药可减轻胃肠刺激症状。 瑞
格列奈片为快速促胰岛素分泌剂， 应于主餐前0～
30 min服用，不进餐不服用。 瑞格列奈对肾功能影响
较小，剂量也因人而异，一般起始剂量0.5 mg，根据
各人血糖酌情调整。 对于餐后血糖控制不理想者，
α葡萄糖苷酶抑制剂阿卡波糖片可有效降低餐后
血糖，其口服起始剂量为50 mg，每日三次；根据病情
可逐渐增至100 mg，每日三次。由于阿卡波糖增加碳
水化合物酵解，可引起胃肠胀气、肠鸣音、腹痛腹泻
等消化道反应，故不适用于有明显消化、吸收障碍
的胃肠功能紊乱者，以及可能因“肠胀气”恶化的疾
患如Roemheld综合征、肠梗阻和肠溃疡患者；用药期
间避免服用抗酸剂、肠道吸附剂，以及消化酶类制
剂，以免影响疗效。 为加强血糖控制，医嘱常选择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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脲类、双胍类、胰岛素促分泌剂、或α葡萄糖苷酶抑
制剂中的2～3种药物联合应用。 合用时除遵嘱调整
服药剂量外，还需加强血糖监测，关注用药后的血
糖变化和身体反应，学会辨别和应对头晕、乏力、心

机体代谢状态，有利于足部病变的修复。
1.3.5 运动指导 临床药师指导患者进行适当锻
炼， 提高靶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更好地控制血
糖。 舒缓的肢体活动与患肢按摩相配合，加强缺血

悸、出汗等低血糖反应。 建议患者随身备带少量糖
果、点心，发生低血糖时及时补充葡萄糖，维持血糖
稳定，防止病变加重。 在控制饮食、适度锻炼条件
下，口服降糖药物后仍未取得良好效果，且有严重
肝肾功能不全， 或伴有较严重的心肺疾病患者，应
遵从医嘱选用适宜的胰岛素注射剂。 部分患者担心
注射胰岛素后产生机体依赖性而拒绝用药，临床药
师从药物的分子结构、作用原理、体内过程以及药
物不良反应等各方面入手，结合患者病程特点分析

区血液供应，修复局部病损，提升皮温，改善暗沉肤
色。 但需根据患者身体情况选择适宜强度的运动项
目，运动时间以30～60 min为宜。
1.3.6 心理健康指导 糖尿病是由多病因引起的以
慢性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 目前尚无根治方
法，确诊后需终身服药。 长期血糖增高可影响血管、

解释，使患者认识胰岛素注射剂与人体自身胰岛素
在分子结构和生理功能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合理
应用胰岛素注射剂不会导致机体依赖性，而且可以
有效调节糖代谢，及时控制血糖，有利于病情康复，
甚至还可促进肝细胞再生，使药物不良反应降至最
低；帮助患者消除顾虑，提高治疗用药依从性。
1.3.3 足部康复指导 参照2012年国际糖尿病足
感染的诊断和临床治疗实践南，从患者整体、患足
或患肢、（感染）伤口三个层次合理评估糖尿病足状
况：临床未感染伤口，不建议使用抗生素治疗；感染
伤口须先予清洗、清创，再予正确方法获取样本培
养，指导抗生素治疗用药[2]。 临床药师指导患者家属
辅助患者进行日常的足部检查和足部护理，选择宽
松、柔软、透气的鞋子，避免足部皮肤受伤，破溃；睡
前以39℃～40℃温水足浴20 min， 可有效改善皮肤
瘙痒、干燥，促进足部血液循环。
1.3.4 饮食指导 临床药师鼓励患者家属协助患
者调整优化饮食结构，忌烟酒，低盐饮食，一天三餐
热量按照1/3、1/3、1/3或1/5、2/5、2/5分配， 用餐时间
规律；合理分配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配比，三
餐营养比例参考 [3]：糖类50%～60%、蛋白质20%～
25%、脂肪20%～25%。 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改善

员及时了解患者的心理问题和实际需求，耐心解说
病程特点，完善糖尿病相关知识普及，强化足部护
理教育，列举成功案例，帮助患者树立信心，以健康

表1

微血管并造成心、脑、肾、周围神经、眼睛、足等严重
并发症。 长期病程加上局部疼痛不适，导致糖尿病
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恐惧、焦虑情绪。 临床药学人

积极心态配合药物治疗，共同战胜疾病，不断提升
患者生活质量。
1.3.7 观察、随访、信息记录 指导患者日常以家用
血糖仪观察、记录血糖波动情况；药学人员每两周
随访1次，了解病情动态，解答、记录遇到问题；一般
情况下， 患者每两月来院复诊1次。 告知患者及家
属，如突发头晕、胸闷、心悸、出汗、肢体麻木等特殊
情况，及时来院就诊。
1.4 评价指标 ①采用自制问卷调查表对两组患
者开展了解自身病情、饮食控制情况、运动情况、用
药依从性、生活满意度五方面的调查，单项总分为
10分，分数越高越满意。 ②随访一年内的血糖控制、
糖尿病足好转情况；③随访一年内的再次入院率。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进行统计分析。 计
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采用t检验分析；
计数资料用例数和率表示，采用χ2检验分析。 设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干预组与对照组生活质量比较见表1

干预组与对照组生活质量比较/分

组别

n

病情了解程度

饮食控制情况

运动情况

用药依从性

生活满意度

干预组

15

9.26±2.73*

9.53±2.31*

8.78±1.33*

9.32 ±1.98*

8.93±2.12*

对照组

15

7.57±3.08

7.91±1.76

6.53±1.07

7.65 ±2.45

7.86±1.98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由表1可见，干预组患者的病情了解程度、饮食
控制情况、运动情况、用药依从性、生活满意度评分

均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t分别= 6.82、21.90、20.58、
10.40、5.09，P均＜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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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干预组与对照组血糖控制、糖尿病足好转情况
比较见表2
表2

干预组与对照组血糖控制、糖尿病足好转情况比较/例（%）

组别

n

血糖有效控制

足部症状好转

干预组

15

12（80.00）*

13（86.67）*

对照组

15

10（66.67）

9（60.00）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由表2可见， 干预组糖尿病足患者的血糖控制
情况、 足部症状改善情况均优于对照组（χ2 分别=
2.68、2.73，P均＜0.05）。
2.3 干预组与对照组随访一年内的再次入院率比
较 干预组糖尿病足患者随访一年内的再次入院
率为40.00%，明显低于对照组66.70%，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2=2.14，P＜0.05）。
3 讨论
用药依从性差和自我管理能力差是目前制约
门诊糖尿病患者治疗效果的两大因素，因此，本次
研究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开展了临床药师介入门诊
糖尿病足干预治疗，指导合理用药，全面、系统地强
化糖尿病患者的健康教育的研究，并取得了显著的
效果。 通过交流与沟通，患者充分了解自身病情，树
立乐观积极心态，逐渐学会日常的糖尿病自我护理
技能，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定期随访指导可以
及时解决患者在用药和自我保健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提高患者用药依从性，更有利于控制稳定的血
糖水平，削减可能诱发糖尿病足的危险因素。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临床药师介入门诊糖尿病
足患者的治疗后，干预组糖尿病足患者的生活质量
较对照组明显提高（P＜0.05），血糖控制情况也较对
照组平稳（P＜0.05），足部症状较对照组轻微（P＜
0.05）。 在后续一年的随访中，纳入研究的干预组糖
尿病患者的再次入院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 （P＜
0.05）， 说明临床药师介入糖尿病门诊治疗是有效
的、可行的，在药物治疗的同时，对糖尿病患者进行
合理有效的用药教育也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糖尿病
患者的门诊治疗，本次研究从临床药师的角度提出
几点体会： ①选用营养神经药物修复受损神经细
胞，改善神经功能；以及应用适宜的活血、抗血小板
药物加强促循环治疗， 对糖尿病足有较好的疗效。
因为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在糖尿病足发病机制
中起主要作用。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周围神经病变
主要为感觉神经病变，是直接导致溃疡发生的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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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因[4]。 足溃疡45%～60%为纯粹神经病变型溃疡，
45%为缺血和神经病变导致[5]。 ②糖尿病患者前足最
大压力集中部位的分布与常人不一致。 前足压力及
前后足压力比值与足溃疡发生密切相关，糖尿病合
并神经病变者足底压力增高显著[6]。 国内研究者也
相继开展了对糖尿病患者足底压力的研究，应用足
底压力分布步态分析系统，对糖尿病患者的足底压
力作定量描述，分析受力曲线，前、后足压力比值，
评估糖尿病患者足底受压情况，判断潜在性溃疡高
发区域[7]，指导临床对病态足进行准确评估，尤其是
早期的动态足底压力检测，可帮助辨别高危足，以便
尽早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糖尿病足的发生率。
本院临床药师开展门诊药学服务工作刚刚起
步。 部分糖尿病患者缺乏糖尿病足的相关认识，足
部病变一般首选外科就诊，还有许多农村糖尿病患
者不具备通讯条件，所以在研究阶段时间内采集的
病患样本量较少。 因此，门诊临床药学工作有待于
进一步拓展开发。 糖尿病患者的药学服务工作并不
局限于糖尿病专科，还可以与心血管内科、神经内
科、外科、社区等更多相关部门联系起来，为更多患
者提供更完善的药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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