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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住院患者健康教育中健康信念模式的应用研究
张素容，黄秀霞，方燕娜

(普宁华侨医院护理部，广东 普宁 515300)

【摘要】 目的 探讨冠心病住院患者健康教育中健康信念模式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2015年6月至2017

年6月期间普宁华侨医院收治的100例住院冠心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50

例，对照组予常规健康教育，观察组在健康教育中应用健康信念模式，干预时间为两周。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冠

心病相关知识评价调查表 (PKS-CHD)及生活质量 (SF-36 量表)评分的变化。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

PKS-CHD各项评分(概念、危险因素、诱发因素、临床表现、检查、治疗、药物、康复)及总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的SF-36 量表生理健康总评分(PCS)和心理健康总评分(MCS)分别为(63.78±

5.34)分、(62.64±4.83)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59.14±4.96)分、(58.91±3.67)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冠

心病住院患者健康教育中应用健康信念模式，可以有效增加患者的疾病相关知识，有助于正确的行为生活方式的

采纳及生活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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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health belief model in health education for hospitalized pa-

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ethods From June 2015 to June 2017, 100 inpatient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Puning Overseas Chinese Hospital,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and control

group, with 5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health education,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

ceived health education with application of health belief model. The intervention lasted for 2 weeks in both groups. The

change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related knowledge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PKS-CHD) and quality of life (SF-36)

score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PKS-CHD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cept, risk factors, predisposing factors, clinical manifestation, examination, treatment, medication, rehabili-

tation) and total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physical component score

(PCS) and Mental component score (MCS) of SF-36 in observation group respectively were (63.78±5.34), (62.64±4.83),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59.14 ± 4.96), (58.91 ± 3.67)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health belief model in the health education of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an effectively increase

the related knowledge of disease, and help to adopt the correct behavior life styl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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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是

临床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之一，且随着我国社会经

济的快速发展、人口老龄化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冠心

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逐年增加趋势 [1]。冠心病

作为一种不可治愈的心血管疾病，只有加强对患者

的健康教育，使患者及家属掌握疾病的基本知识，才

能有效控制危险因素和急性发作，延缓疾病的进展

并提高生活质量 [2]。本研究旨在探讨冠心病住院患

者在健康教育中应用健康信念模式的效果，现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普宁华侨医院 2015年 6月

至2017年6月期间收治的100例冠心病患者为研究对

象。纳入标准：①年龄>18 岁；②符合冠心病诊断标

准；③心功能按照美国纽约心脏病学会(NYHA)分级

标准为Ⅱ~Ⅲ级。排除标准：①恶性心律失常、急性脑

卒中、恶性肿瘤、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②精神障碍、

听力障碍或者交流沟通障碍者。根据随机数表法将

患者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50例，观察组中男性

31例，女性19例；年龄50~82岁，平均(67.4±11.4)岁；病

程 1~19年，平均(9.1±3.8)年。对照组中男性 30例，女

性 20例；年龄 53~84岁，平均(68.6±13.2)岁；病程 1~24

年，平均(10.2±3.6)年。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方法 所有患者入院后均给予控制

血压和血糖、调脂、抗血小板、扩血管、强心及心室重

构等内科常规处理，对照组给予常规健康教育，主要

内容为入院时发放健康宣教读物等形式。观察组患

者在健康教育中应用健康信念模式干预。方法与内

容如下：①干预流程：首先让患者认识到疾病严重后

果以及不良生活方式和习惯对疾病产生的影响，让

患者明确疾病的严重性；其次，向患者讲解疾病的相

关知识、用药知识、注意事项及健康的生活方式，并

让患者体会到健康行为的益处；再次，对患者的行为

生活方式进行指导和监督，使其可以掌握行为改变

的方法、采取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最后，对患者

的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进行强化、巩固和发展。健

康教育由经过培训的医护人员每天进行一次，每次

20~30 min，持续时间为两周。②干预内容：冠心病的

病因、危险因素(高脂血症、吸烟、肥胖等)、类型、临床

表现、预后；冠心病急性发作时的症状、自我救护措

施；冠心病的常用检查项目、目的、治疗方法、长期用

药及二级预防的意义；饮食指导及出院后遵医嘱定

期复查。

1.3 观察指标 分别于干预前后采用冠心病

相关知识评价调查表(PKS-CHD)对两组患者的冠心

病相关知识进行评价，该调查表包括冠心病概念、危

险因素、诱发因素、临床表现、检查、治疗、药物知

识、二级预防等 8 个维度 52 个条目。采用 SF-36 量

表评价患者的生活质量。SF-36 由 8 个维度共 36 个

条目组成，可分为生理健康总评分(PCS)和心理健康

总评分(MCS)两个方面，分值越高则表明患者的生

活质量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样

本均数的比较采用 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PKS-CHD评分比较 干

预前，两组患者的 PKS-CHD 评分各项及总分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

PKS-CHD 评分各项及总分均有明显提高，但观察组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2.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SF-36量表评分比较 干

预前，两组患者的 SF-36 量表 PCS、MCS 评分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PCS、MCS评分均明显提高，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PKS-CHD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50

50

时间

干预前

干预后

t值
P值

干预前

干预后

t值
P值

冠心病概念

0.45±0.14

0.71±0.25a

6.416

<0.05

0.44±0.15

0.58±0.21

4.125

<0.05

危险因素

0.65±0.21

0.84±0.28a

4.965

<0.05

0.62±0.19

0.72±0.22

3.264

<0.05

诱发因素

0.51±0.18

0.70±0.27a

3.695

<0.05

0.52±0.14

0.61±0.18

2.874

<0.05

临床表现

0.42±0.11

0.64±0.25a

2.879

<0.05

0.43±0.09

0.52±0.10

2.556

<0.05

检查

0.58±0.19

0.75±0.24a

3.589

<0.05

0.54±0.17

0.64±0.18

2.856

<0.05

治疗

0.65±0.22

0.80±0.18a

3.625

<0.05

0.63±0.19

0.71±0.21

2.258

<0.05

药物

0.46±0.14

0.68±0.20a

7.856

<0.05

0.47±0.15

0.73±0.18

6.257

<0.05

康复

0.58±0.18

0.67±0.19a

2.694

<0.05

0.56±0.19

0.64±0.18

2.451

<0.05

总分平均分

0.57±0.21

0.72±0.25a

5.868

<0.05

0.49±0.18

0.65±0.19

4.323

<0.05

注：与对照组干预后比较，a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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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冠心病指冠状动脉内粥样硬化所引起不同程度

的血管痉挛、狭窄甚至闭塞，导致该血管供血区域的

心肌出现缺血、坏死等病变[3]，近年来本病已经成为我

国居民死亡原因构成中上升最快的疾病。冠心病患

者常常出现胸闷胸痛等症状，以及体力、耐力及生活

质量的明显下降。多数患者需要长期药物治疗或者

介入及手术治疗，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均带来沉重的经

济负担 [4]。冠心病的发生及发展与多种危险因素有

关，如高脂血症、高龄、高脂饮食及不良生活方式(吸

烟、饮酒)、社会因素等[5]。临床上针对冠心病多关注于

药物治疗，系统的健康教育及护理干预未得到临床重

视。有研究发现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在冠心病

的发生及进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6]。因此，如何使冠

心病住院患者正确的应对疾病及避免疾病加重、预防

复发、改善生活质量已成为临床护理研究的重点。

健康教育的目的是对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进行

控制或消除，预防疾病的发生或者复发，提高患者的

生活质量[7]。临床研究表明，对冠心病患者针对其不

良行为和生活习惯及危险因素进行健康教育，对促进

患者采取健康的生活行为方式、降低和消除冠心病的

危险因素、改善患者的预后有利[8]。目前国内健康教

育的方式主要包括集体讲授、床边个别指导、发放健

康教育宣传资料等。健康信念模式是一种从健康信

念形成的角度、利用社会心理学方法，解释人们行为

的发生、维持和改变，以及采取健康行为方式的一种

理论模式[9]。健康信念是人们采纳健康行为的基础，

其主旨在于通过激发内在动机，使人们坚信自己可以

改变不健康行为，并达到预期的目的，是欧美地区最

常用的健康促进理论模式，已经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

果[10]。本研究对观察组住院患者在健康教育中应用健

康信念模式，与常规健康教育的对照组进行比较，结

果发现干预后观察组患者冠心病相关知识评价调查

表(PKS-CHD) 包括冠心病概念、危险因素、诱发因素、

临床表现、检查、治疗、药物知识、二级预防等8个维度

及总分的提高程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SF-36量表PCS、MCS评分均明显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健康信念

模式有助于患者掌握疾病的相关知识、增加疾病防治

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其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冠心病住院患者健康教育中应用健康

信念模式可以有效增加患者的疾病相关知识，有助于

正确行为生活方式的采纳及生活质量的提高，值得临

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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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SF-36量表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50

50

干预前

54.82±4.33

53.69±3.85

1.379

>0.05

干预后

63.78±5.34a

59.14±4.96

4.502

<0.05

干预前

57.34±4.72

56.39±4.18

0.956

>0.05

干预后

62.64±4.83a

58.91±3.67

4.348

<0.05

PCS MCS

注：与本组干预前比较，a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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