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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护理对糖皮质激素类药物治疗内分泌疾病患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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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在内分泌疾病患者接受糖皮质激素类药物治疗期间实施针对性护理的应用效果。方

法 本次研究对象为我院收治的内分泌疾病患者，共 66 例，主要应用糖皮质激素类药物进行治疗，选取时

间为 2018 年 12 月-2020 年 8 月，在临床护理中，分别选用常规护理、针对性护理两种干预手段，并以此为

依据将所选患者进行分组，对应组名为对照组、观察组，每组患者人数均等，各为 33 例。结果 护理后，

观察组患者股骨头坏死、骨质疏松症、胃肠道不适等不良反应的发生概率明显降低，并且患者的用药依从

性也得到加强，治疗效果好转人数所占比重上升，各项指标显著优于另一组，差异符合统计学意义的评判

标准（P＜0.05）。结论 针对性护理所涉及到的服务范围较广，并且护理干预内容明确，涵盖于患者心理、

健康指导、饮食控制等多方面的护理服务，大大提高了临床护理质量，有利于疗效的发挥，帮助患者早日

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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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targeted care during the treatment of 
glucocorticoid drugs in patients with endocrine diseases. Method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are patients with 
endocrine disease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a total of 66 cases, mainly treated with glucocorticoid drugs, the 
selection time is from December 2018 to August 2020, in clinical nursing, the routine Nursing and targeted nursing 
are two intervention methods, and the selected patients are divided into groups based on this. The corresponding 
groups are named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The number of patients in each group is equal, with 33 
cases in each group. Results: After nursing,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such as femoral head necrosis, 
osteoporosis, and gastrointestinal discomfor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and the 
medication compliance of the patients was also strengthened,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number of people with 
improved treatment effects increased. The indicators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other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met the criteria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Targeted nursing involves a wide range 
of services, and the conten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is clear, covering patient psychology, health guidance, diet 
control and other nursing services, which greatly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clinical care and is beneficial to the effect 
of efficacy. Help patients recover health as soon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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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分泌疾病属于临床常见病，包括甲状腺疾病、 肾上腺皮质疾病等，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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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目前，在临床治疗中，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可

起到较好的疗效，在患者病症的改善方面发挥出了

较大的作用。不过，若长期服用，也会产生一些不

良反应，如：水电解质紊乱、胃肠道不适等症状，

甚至还会诱发感染，加重患者的病情，不利于临床

疗效的发挥。为此，在临床护理中，要加大对内分

泌疾病患者的护理干预力度，针对以往患者常出现

的不良反应，提前采取措施进行预防，优化护理路

径，不断完善相应的规章制度，强化每一环节的护

理质量，尽可能的消除护理中的隐患风险，确保患

者的治疗安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共选取我院 66 例接受治疗的内

分泌疾病患者，按照临床护理方式的不同应用，将

其分组展开实验。其中，观察组共 21 位男性患者、

12 位女性患者，年龄最大、最小值分别为 60 岁、

15 岁，对应年龄上的平均值为（42.14±3.57）岁，

在治疗期间，糖皮质激素类药物使用时间最短为 3
个月，最长为 12 个月，存在垂体功能减退症、甲状

腺疾病、肾上腺皮质疾病三种病症类型；对照组患

者男女人数分别为 18 例、15 例，对应年龄平均值

为（41.78±3.68）岁，激素服用时间在 3-12 个月之

间，疾病类型与上一组患者相同。本次研究在所选

患者知情下开展，从患者年龄、性别等基本资料的

整理上来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将常规护理用于对照组。在内分泌患者住院期

间，为患者提供用药指导、病房环境护理、情绪疏

导等常规护理服务[1]。 
将针对性护理用于观察组。首先，糖皮质激素

药物是内分泌患者的主要治疗方法，为确保患者的

用药安全，获取患者的配合，在临床护理中，护理

人员应积极展开健康知识教育，向患者讲解药物的

使用方法、功效及用药后可能会出现的不良反应，

强化患者对药物治疗这方面的认知。为了让患者更

加牢固的掌握相关知识，在健康教育方式的选择上，

可以向患者播放光盘，或者提供相关报纸、书籍等，

便于患者对知识更好的记忆。其次，心理干预也是

临床护理的重点，历年来，患者的心理问题一直都

是护理学专家重点研究的内容，如何有效的解决患

者心理方面的问题，对于临床疗效的发挥起着重要

性作用。为此，护理工作者要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

耐心开导患者的情绪，与患者之间敞开心扉的交谈，

从中了解患者的想法，实施针对性的干预手段，以

此来改善患者的心态，正确面对疾病的存在。此外，

家长是患者最亲近的人，在患病期间，患者的内心

比较脆弱，需要周围人的关心与呵护。护理人员要

做好患者家属之间的沟通，多抽出时间陪伴患者，

给予患者更多的安全感[2]。最后，在患者住院治疗

期间，受到疾病因素的影响，患者体内水电解质的

平衡可能会受到影响，需采取措施进行调节，在药

物治疗中，对氯化钾的含量进行控制，注意排钾药

物的使用，防止患者的低血钾症状加重，在饮食方

面，注意钠盐的摄入情况，定时检测患者的血压。

针对治疗期间体内糖调节异常的患者，临床治疗中，

主要使用一些抗高糖类的药物，用药期间，注意药

量的调控。期间，观察患者的临床症状，如有异常，

应立即通知主治医生，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及

时的进行处理，以免对患者日后身体的恢复造成影

响。 
1.3 观察指标 
护理后，对于病症得到改善，生活质量提高，

心理状态逐渐恢复的患者视为治疗有效。在患者用

药期间，对服药时间不正确、漏服次数超过 20%、

自行停药的患者进行统计，计算出各组不规范用药

人数所占比重。与此同时，对护理期间出现胃肠道

不适、股骨头坏死等不良反应的患者，也应做好统

计，比较各组患者的占比值，以上作为本次护理效

果的评判指标。 
1.4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中的数据由 SPSS20.0 统计学软件进

行整理，计量、计数单位分别用（x±s）、%来表

示，分别使用 t、x2 进行检验，当组间差异符合 P＜
0.05 的要求，视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观察组患者治疗期间自行停药、漏服等不

规范用药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另一组，并且临床治

疗有效率升高至 81.82%，指标差异符合统计学意义

的评判标准（P＜0.05）。详细数据请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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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不规范用药、治疗效果比较（n,%） 

组别 例数 服药时间不正确 自行增加或减少药量 自行停药 漏服次数超过 20% 治疗有效 

观察组 33 7（21.21） 5（15.15） 3（9.10） 2（6.06） 27（81.82） 

对照组 33 23（69.70） 17（51.52） 13（39.39） 21（63.64） 12（36.36） 

X2值  11.452 12.654 11.254 12.648 13.587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2.2 护理期间，观察组患者 1 人出现胃肠道不

适，2 人出现水电解质紊乱，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9.09%，对照组患者 2 人出现股骨头坏死，3 人诱发

或加重感染，1 人胃肠道不适，不良事件发生概率

为 18.18%，差异符合统计学意义的评判标准（P＜
0.05）。 

3 讨论 
糖皮质激素属于甾体激素的范畴，在该激素类

药物的作用下，能够促进脂肪、糖以及蛋白质生物

的合成，从而加快代谢。此外，在抗炎、抗过敏等

多方面功能发挥中，糖皮质激素类药物也有着明显

的应用优势[3]。因此，在临床疾病治疗中，该药物

的使用范围相对较为广泛，在动物代谢疾病、血液

系统疾病治疗中均适用。不过，这种药物在对疾病

的治疗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会存在一些负面作

用。一般情况下，糖皮质激素类药物不建议长期使

用，否则会引发其他不良症状，若未及时发现并治

疗，可能会引发更为严重的后果。据相关报道指出，

针对服药糖皮质激素类药物治疗的患者，自身骨折

危险性较高的时间段会出现在用药后的 3-6 个月之

间。此外，股骨头坏死、类固醇性溃疡、胆道出血

等不良症状也有着较高的发生几率，这些症状的出

现，不仅会对患者的身体造成二次伤害，还会损害

到患者的心理健康，导致患者呈悲观、消极情绪，

对临床治疗效果的发挥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基于

此，在患者护理期间，需要对患者的用药、饮食进

行严格控制与管理，并联合健康知识教育、心理护

理，对患者的认知、心理状态进行开导，获取患者

的配合，以便各项护理工作的有序开展[4]。 

在本次研究当中，观察组患者不规范用药事件

发生率、不良反应发生率均要低于另一组，治疗效

果好转率高于另一组，指标差异符合统计学意义的

评判标准（P＜0.05）。由此可见，在接受糖皮质激

素类药物治疗的内分泌疾病患者护理期间，针对性

护理干预的应用价值较高，值得推广与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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