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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信行”
干预对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不确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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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野知信行冶干预对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不确定感尧自我效能尧自我健康管理的影响遥 方法 选择
2020 年 1要8 月在我院诊断治疗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60 例为研究对象袁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干预组 30 例与对照

组 30 例遥 对照组实施常规健康教育干预袁干预组采用野知信行冶干预遥 比较两组入院时尧出院时疾病不确定感尧自
我效能尧自我健康管理尧对慢性乙型肝炎相关知识掌握情况以及干预满意度遥 结果 淤出院时袁两组疾病不确定
感评分较入组时低袁并且干预组较对照组低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于出院时袁两组自我效能评分较入组时

高袁并且干预组较对照组高渊P约0.05冤遥 盂两组出院时自我管理水平较入组时高袁并且干预组较对照组高渊P约0.05冤遥
榆出院时袁两组在疾病基本知识尧预防知识尧治疗知识得分以及总分均较入组时高袁并且干预组较对照组高渊P约
0.05冤遥 虞干预组总体满意度要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结论 野知信行冶干预可改善乙型病毒性
肝炎患者对慢性乙型肝炎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袁减轻疾病不确定感袁提高自我效能尧自我管理水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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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knowledge, belief and action" intervention on uncertainty, selfefficacy and self-health management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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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knowledge, belief and action" intervention on the uncertainty, self-effi鄄

cacy and self -health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Methods A total of 60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who were diagnosed and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to August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30 case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nd 30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by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health education interventions, and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given
"knowledge, belief and action" intervention. Illness uncertainty, self-efficacy, self-health management level, knowledge
of chronic hepatitis B, and intervention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upon admission and at dis鄄

charge. Results 淤At discharge, the illness uncertainty score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lower than those upon admission,

and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P<0.05). 于At discharge, the selfefficacy score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upon admission, and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盂At discharge, the self-management level in the two groups was higher than those upon admis鄄

sion, and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榆At discharge, the scores of basic disease

knowledge, prevention knowledge, treatment knowledge and total score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upon
admission, and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虞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in the inter鄄
ven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鄄

sion "Knowledge, belief and action" intervention can now improve the knowledge of chronic hepatitis B in the patients
with viral hepatitis B, reduce illness uncertainty, and improve self-efficacy and self-management level.

[Key words] "Knowledge, belief and action" intervention; Chronic hepatitis B; Uncertainty; Self-efficacy; Self-health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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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约有 3.5 亿人感染 HBV 后转为慢性袁其
中亚洲人占 75%袁有近 1/3 左右的患者最终发展为肝
硬化或者肝癌遥 HBV 感染导致的死亡占人类死亡原
因的第 9 位遥 乙型病毒性肝炎是以肝脏病变为主的传
染病遥 疾病不确定感属于认知范畴袁可影响患者的情
绪尧治疗依从性[1]遥 自我效能是人对自我能力的一种主
观判断[2]遥 自我健康管理是个体对自身健康信息尧威胁
健康的危险因素的分析尧预测以及预防疾病的过程[3]遥
野知信行冶模式是一种行为干预理论袁研究显示 [4]袁野知
信行冶理论可改善高血压健康行为袁而自我效能发挥
中介及调节作用遥 本文将野知信行冶干预用于乙型病毒
性肝炎患者袁观察其对患者不确定感尧自我效能尧自我
健康管理的影响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0 年 1要8 月 60 例在我院诊断治疗的慢
性乙型肝炎患者纳入研究遥 纳入标准 [5]院淤18 周岁及
以上曰于慢性乙型肝炎诊断明确[6]曰盂认知功能正常袁
可正常沟通曰榆签署知情同意书遥 排除标准[5]院淤合并
有其他病毒性肝炎或者其他慢性肝病曰于恶性肿瘤曰
盂神经系统病史曰榆精神病病史曰虞其他系统慢性疾
病曰愚脏器功能障碍曰舆认知功能障碍曰余自身免疫性
疾病遥 采用数字表法随机分为两组袁干预组30 例袁
对照组 30 例遥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渊P跃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见表 1遥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健康教育遥 注意卧床休息袁待症
状以及肝功能好转后袁可适当进行活动袁但应注意过
度疲劳曰应注意消化道隔离曰饮食以清淡低脂尧富含碳
水化合物尧富含维生素食物为主袁多食新鲜水果蔬菜袁
多饮水曰通过对患者交流了解患者情绪袁通过与患者
交流袁帮助患者纾解不良情绪袁增加治疗的信心曰出院
时进行出院指导遥
干预组给予野知信行冶干预遥 组建野知信行冶干预小
组袁小组长由科室护士长担任袁选择科室有经验护士
作为小组成员袁进行野知信行冶理论培训遥 在护士长组
织下袁由科室医生护士共同协商袁制订野知信行冶干预
的内容袁具体措施遥 野知冶院制订慢性乙型肝炎健康教育
手册袁内容包括病因尧发病机制尧疾病进展尧治疗原则尧

常用药物尧不良反应尧处理方法尧日常运动指导尧日常
饮食指导曰形式以图片尧文字等方式展现袁以做到活泼
生动尧浅显易懂曰在患者入院后袁发放相关健康手册袁
并指导患者进行学习袁有不清楚或不理解的可及时咨
询遥 野信冶院通过一对一的谈话袁了解患者对疾病的认
知尧心理动向袁并进行针对性的心理疏导袁帮助患者树
立治疗的信念遥 野行冶院指导患者遵医嘱服药袁帮助患者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袁包括适当的运动锻炼尧正确饮
食袁并观察患者是否做到位袁及时纠正错误行为遥
1.3 观察指标
分别于入组时及出院时对患者不确定感尧自我效
能尧自我健康管理尧疾病相关知识掌握情况尧满意度进
行调查遥 淤疾病不确定感采用疾病不确定感量表[7]对
患者进行调查袁包括不明确尧复杂性尧信息缺乏尧不可
预测性 4 个维度袁共 33 个问题袁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
法袁分数越高则不确定感水平越高遥 于自我效能采用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8]对患者的自我效能感进行评价遥
共有 10 个条目袁Ligert 4 级评价袁总分 10~40 分袁得分
越高袁则自我效能感越强遥 盂自我健康管理采用慢性
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患者自我管理量表 [9]调查袁包括
4 个维度 33 个条目袁4 个维度分别为疾病治疗管理尧
日常生活管理尧心理社会管理尧疾病信息管理袁没有为
1 分袁很少 2 分袁有时 3 分袁经常 4 分袁总是5 分袁得
分 33~165 分袁分数越高则自我管理水平越好遥 榆出院
时采用自制调查量表对患者的满意度进行调查袁分为
非常满意尧比较满意尧满意尧不满意遥 虞对疾病相关知
识掌握情况参考文献[10]制订自制量表进行评价袁该
量表包括疾病基本知识 10 条袁预防知识 4 条袁治疗知
识 11 条袁共 25 个条目袁不了解为 0 分袁部分了解为
1 分袁完全了解为 2 分曰满分 50 分遥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袁计数资料
以[n渊%冤]表示袁行 字2 检验袁等级资料行秩和检验袁计
量资料以均数依标准差渊x依s冤表示袁行 t 检验遥 检验标
准 琢=0.05遥 P约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2 结果
2.1 干预前后两组疾病不确定感评分比较
入组时袁两组疾病不确定感评分比较袁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曰出院时与入组时比较袁两组疾病

表 1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组别

n

干预组

30

对照组
字2/t 值
P值

30

性别

渊男/女冤

平均年龄渊x依s袁岁冤

ALT渊x依s袁U/L冤

18/12
16/14

35.3依7.4

56.1依3.5

56.7依3.1

19.1依2.1

0.272

34.6依6.8
0.382

0.809

0.357

0.352

0.602

0.704

56.8依3.2
0.433

AST渊x依s袁U/L冤 总胆红素渊x依s袁滋mol/L冤
57.0依3.4
0.722

19.3依2.3
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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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感评分下降明显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

表 5 干预前后两组慢性乙型肝炎相关知识掌握情况评分比较
渊x依s袁分冤

出院时袁干预组疾病不确定感较对照组低袁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2遥

组别

n

干预组

30

表 2 干预前后两组疾病不确定感评分比较渊x依s袁分冤
n

组别

30

干预组

30

对照组
t值

入组时

98.3依19.5 63.6依15.2

7.687

96.1依21.3 73.8依16.7
0.417
0.678

P值

t值

出院时

4.513

2.474

P值

0.000
0.000

疾病基本 预防知识 治疗知识
知识渊10冤
入组时
出院时
t值

对照组

0.016

30

P值
入组时
出院时
t值
P值

t 入组时

2.2 干预前后两组自我效能评分比较
出院时袁两组自我效能评分均显著高于入组时袁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出院时袁干预组自我效

12.6依1.5

26.8依2.9

23.216

13.693

13.881

20.886

0.000

6.6依0.8
0.000

17.8依1.4
0.000

41.4依2.5
0.000

10.0依1.0

4.0依0.7

12.3依1.7

26.3依3.0

14.800

7.723

7.006

10.489

14.2依1.1
0.000
0.351
0.000

P 出院时

总分

4.1依0.6

17.0依1.1

9.464

t 出院时

渊11冤

10.1依1.2

0.727

P 入组时

渊4冤

5.3依0.6
0.000
0.594
0.555
7.120
0.000

15.2依1.5
0.000
0.725
0.472
6.941
0.000

34.7依3.2
0.000
0.656
0.514
9.037
0.000

能得分较对照组高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
表 3遥

检验结果显示干预组的干预满意度要优于对照组渊P约
0.05冤遥 见表 6遥

表 3 干预前后两组自我效能评分比较渊x依s袁分冤
n

组别

30

干预组

30

对照组
t值

入组时

出院时

21.6依3.8

32.0依3.4

0.742

4.780

22.3依3.5
0.461

P值

28.1依2.9

t值

11.171
6.989

P值

0.000
0.000

0.000

表 6 两组干预满意度比较[n渊%冤]
组别
干预组
对照组
Z值

n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30

10渊33.3冤

30

入组时袁两组自我健康管理水平评分比较袁差异

7渊23.3冤

15渊50.0冤
10.209

满意

不满意

1渊3.3冤

0

4渊13.3冤

1渊3.3冤

0.017

P值

2.3 干预前后两组自我健康管理水平比较

22渊73.3冤

3 讨论

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曰出院时与入院时比较袁两组患

慢性乙型肝炎是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引起的常见

者自我管理水平均显著提高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

传染病袁病程长袁目前尚缺乏有效的根治方法袁抗病毒

0.05冤曰干预组出院时自我管理水平优于对照组袁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4遥
n

干预组
对照组
t值

30
30

入组时

89.4依16.6 116.2依21.2
90.5依17.1 103.4依19.5
0.253
0.901

P值

出院时

2.434

t值

疾病不确定感是指个体无法对相关事件建立相

5.452
2.724

P值

0.000
0.009

0.018

2.4 干预前后两组慢性乙型肝炎相关知识掌握情况评
分比较
入组时两组对慢性乙型肝炎相关知识掌握情况
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曰出院时袁两组在疾
病基本知识尧预防知识尧治疗知识得分以及总 分均显
著高于入 组 时袁 差异有统 计 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出院
时袁干预组在疾病基本知识尧预防知识尧治疗知识以及
总得分较对照组高渊P约0.05冤遥 见表 5遥
2.5 两组干预满意度比较

干预组非常满意率为 73.3%袁高于对照组袁秩和

72

量袁因此患者容易出现焦虑尧抑郁等不良情绪袁影响患
者的治疗依从性遥

表 4 干预前后两组自我健康管理水平比较渊x依s袁分冤
组别

治疗不良反应多袁临床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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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的认知框架就会产生不确定感袁属于认知范畴[11-12]遥
患者对疾病的不确定感来自对疾病症状不了解袁对复

杂的治疗不了解袁缺乏诊断尧严重程度尧预后等相关信
息遥 目前临床上对疾病不确定感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
视袁有研究显示疾病不确定感对创伤后应激障碍有不

良影响[13-14]遥 自我健康管理包括个人对自身健康信息尧
危险因素预测预防的整个过程[15-16]遥 慢性乙型肝炎患

者日常生活管理是治疗的重要部分袁尤其是饮食方面袁
患者的自我健康管理水平对疾病控制具有重要的意义遥
野知信行冶理论认为知识是行动的基础遥 改变落后

观念袁去除旧观念的影响袁对知识进行有根据的独立

思考袁逐步形成信念袁从而支配人的行动[17-18]遥 一般认
为袁信念深刻而稳定袁通常和感情尧意志融合在一起支

配人的行动[19-20]遥本研究中袁对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实施
野知信行冶干预袁制订相关健康教育量表袁对患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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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scale院Multicultural validation studies[J]. J Psychol袁

疾病基本知识尧预防知识尧治疗知识尧饮食指导尧运动
指导等相关知识健康教育袁让患者对慢性乙型肝炎有
一个全面的认知袁帮助患者对慢性乙型肝炎建立正确
全面的认知遥 通过与患者一对一沟通袁了解患者的心
理袁进行情绪疏导袁帮助患者建立治疗的积极信念遥 以
健康教育尧疏导情绪尧建立信念等为基础袁对患者的饮
食尧活动等日常生活行为进行指导袁以改变患者的不
良行为袁执行健康的日常生活习惯遥 在本研究中袁经过

野知信行冶 干预后患者对慢性乙型肝炎相关知识的掌

握程度显著提高袁不确定感尧自我效能尧自我健康管理
综上所述袁野知信行冶干预可改善乙型病毒性肝炎
患者对慢性乙型肝炎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袁减轻疾病
不确定感袁提高自我效能尧自我管理水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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