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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袁越来越多人关注中医养生袁但在中医野治未病冶健康指导过程中袁常常出现个体依从
性差或自我保健习惯难以维持的现状遥 研究一种基于跨理论模型的健康干预方案设计并通过系统实现袁探索其
在中医健康教育与干预中的临床应用效果遥 以促进行为改变的跨理论模型为基础袁根据不同阶段下个体的行为
特征及自我效能的评估袁把中医治未病干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袁野治未病冶健康意识启蒙阶段尧健康意识培养阶
段尧健康习惯育成阶段及健康习惯维持阶段袁并针对性地提出对应的野治未病冶干预目标及干预手段方案遥 同时发
展中医野治未病健康干预系统冶袁实现干预方案的自动推理及干预过程的跟踪管理遥 在实际应用探索中袁初步证明
了该系统在中医野治未病冶健康干预中的有效性遥 基于跨理论模型的中医野治未病冶健康干预方案设计及其系统实
现袁为中医野未病先防冶养生指导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袁对推动中医野治未病冶工作开展具有参考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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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intervention design plan for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with
TCM based on trans-theoretical model (T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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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standards袁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eople eyes on TCM health preservation.

However袁in the process of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s" health guidance in TCM袁there are often situations in
which individuals exhibit poor compliance or difficulties to maintain self-care habits.It is thus important to study the

design of a health intervention program based on the trans-theoretical model and implement it through a system袁so as
to explore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 effects in health education and intervention in TCM.Based on the trans-theoretical
model of promoting behavior change袁according to the individual's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self-efficacy assess鄄

ment at different stages袁the intervention process of TCM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is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health awareness enlightenment stage袁health awareness cultivation stage袁healthy habit

cultivation stage and healthy habit maintenance stage.The corresponding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intervention
goals and intervention methods are proposed with a clear target.At the same time袁the TCM "preventive health interven鄄

tion system" is developed to realize the automatic reasoning of the intervention plan and the tracking management of
the intervention process.In the exploration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s袁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ystem in the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health intervention of TCM has been preliminarily proved.Based on the trans-theoretical model袁
the TCM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health intervention program design and its systemic implementation provide

necessary technical support for TCM health guidance of "prevention before illness"袁which has a reference value for pro鄄
moting the TCM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Key words] Trans-theoretical model; Behavioral change;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Health intervention

中医野治未病冶思想起始于叶黄帝内经曳袁核心理念

纲要曳中提出要大力促进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中

为野未病先防袁既病防变袁瘥后防复冶袁经过几千年的临

医健康教育与指导能力袁加强并推进中医健康指导和

床实践袁已成为中医预防和治疗疾病的重要思想遥 在

宣教活动遥 根据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印发的相关文件袁提

我国野重治病冶向野重预防冶转变的大方向下袁中医野治

出促进中医治未病健康工程升级袁要求到 2022 年在

银

方案遥 但是中医野治未病冶健康教育还处在比较初级的

未病冶工作的开展尤为重要遥 叶野健康中国 2030冶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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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人群和慢性病患者中推广 20 个中医治未病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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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袁停留在对大众单纯的宣教或者概念普及的

求和意愿后提供制订相应的干预方案袁有针对性地提

范畴袁常常出现大众依从性低或难以坚持的情况遥

升和改善个体的需求并建立健康行为袁可以被应用于

健康行为改变理论可以有效地解释和预测个体
健康行为的发生和改变遥 在行为改变的理论模型中袁
跨理论模型渊The transtheoretical model袁TTM冤作为综

合性和一体化的心理学研究方法袁近年来在健康行为
领域极为成功袁该模型已用于众多的健康行为改变研
究遥 中医野治未病冶有诸多有益健康的养生功法尧适宜
技术等可以帮助个体纠正阴阳失衡袁但普遍存在大众
依从性较低的情况遥 中医野治未病冶可以吸取西方心理
学行为改变理论袁以科学增加大众的依从性袁让野未病

个体及群体的健康教育中袁制订健康指南以提供更好

的解决方案[1]遥 跨理论模型渊TTM冤被我国研究者引入
后袁广泛应用于健康行为改变的相关研究中袁主要的

应用范围侧重于三方面院一方面用于慢性病的管理袁
如糖尿病尧高血压[2-3]尧脑卒中[4]等术后自我护理 [5-7]等曰

第二方面袁应用于改变人不健康的行为或者习惯袁如
戒烟[8]尧戒酒尧控制暴饮暴食等曰第三方面袁帮助人们培

养良好的尧有益健康的行为袁如定期锻炼身体 [9]尧合理

膳食尧压力管理尧安全性行为尧体重管理[10-11]等遥 跨理论

先防冶的中医防病方法切实应用于人民的生活中遥

模型在临床健康行为干预中袁也常常与同伴支持教育尧动

1 跨理论模型渊TTM冤与健康干预

提高自我效能尧培养患者养成健康行为[17]的应用中都

1.1 跨理论模型渊TTM冤的内容

机性访谈或自我效能等行为改变模型联合使用[12-16]袁在

有很显著的进展遥 基于跨理论模型的问卷研究袁探索

跨理论模型渊TTM冤认为人的行为变化是一个循

研究对象所处的研究阶段袁便于后续的健康教育和健

渊Precontemplation冤院处在这一阶段的人们通常在短期

理行为干预为主袁研究者多以社区卫生服务站护士群

序渐进的过程袁一般由五个阶段构成遥 淤前意向阶段
之内渊一般为 6 个月冤没有改变行为的意向遥 处在这一
阶段的个体通常对行为改变的结果缺乏了解袁把改变

康促进[18]遥 目前基于跨理论模型的行为改变研究以护
体为主袁相关研究取得一定的进展[19-20]遥

1.3 跨理论模型渊TTM冤在健康干预中的应用进展

张莉[21]对 60 例高血压患者采用跨理论模型健康

行为视为难以完成的或经历过尝试而以失败告终遥 这
些个体被称为野五动机群体冶袁他们通常不愿意参加健

教育观察其血压控制及服药依从性袁临床随机对照研

康教育或健康干预袁甚至会给出一些无法参加的理由

究发现袁比起对照组的常规护理干预袁试验组采用跨

来阻止自己进行行为改变遥 传统的健康促进方法往往

理论模型健康教育协同护理干预显著降低患者血压袁

忽略这些个体的特别情况袁因此所提供的健康促进方

服药依从性更好遥 温彩银等[22]在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渊Contemplation冤院本阶段个体有行为改变的想法袁缺

发现袁观察组采用跨理论模型指导下的社区康复护理

案 缺乏 足够的 针 对性袁 并 且 效 能 低 遥 于 意 向 阶 段

乏行动和准备行为渊一般为 6 个月内冤遥 此时这些个体
会意识到改变行为的益处袁对行为改变的付出也有初
步了解遥 利益和代价的均衡常使人们处于极度矛盾
中袁导致他们在很长时间内停留在这一阶段遥 如戒酒袁

一方面他们肯定戒酒会对健康带来益处袁但同时他们
会担忧戒酒后会影响社交遥 盂准备阶段 渊Preparation冤院

本阶段个体有打算近期尝试行为改变渊一般为 1 个月

内冤袁并在过去一年中已逐渐付诸了一些行动步骤遥 如
制定行为改变计划尧购买并参加健康教育课程尧收集

有关资料尧求助咨询尧尝试自我改变方法等遥 榆行动阶
段渊Action冤院本阶段的个体渊一般在过去 6 个月内冤已
做出了行为改变遥 虞维持阶段渊Maintenance冤院本阶段
个体正在保持改变后的行为状态遥 加强信念并减少诱

惑因素有利于保持这一状态遥 如果个体经不住诱惑和
缺乏信心和毅力袁他们就会返回到旧行为状态袁即出
现终止阶段渊Termination冤曰这种现象称为复返渊Relapse冤遥
1.2 跨理论模型渊TTM冤的应用范围
跨理论模型渊TTM冤通过评估分析观察对象的需
148

152 例高危糖尿病患者采取临床随机对照观察研究

干预袁对照组采用社区常规护理干预袁患者在健康教
育知识尧膳食尧运动尧足部护理及血糖监测五个方面评

分均明显提高遥 景颖颖等[23]以神经内科收治的 120 例
脑卒中后偏瘫后遗症患者为研究对象进行临床随机
对照观察研究发现袁试验组在对照组患者的常规健康
教育干预基础上结合跨理论模型的健康干预袁结果发
现跨理论模型健康教育可以改善脑卒中后偏瘫患者
的神经功能缺损情况袁提高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遥
Chen 等 [24]对 189 例膝骨关节炎老年患者采用随机对

照观察研究袁24 周的跨理论模型锻炼计划后袁比起对
照组的普通锻炼计划袁试验组在自我效能尧决策平衡尧
膝骨性关节炎症状和身体技能上均有显著的改善遥 刘
玮萍[25]对 84 例高原部队中日光炎患者进行随机对照

观察研究袁试验组采用跨理论模型结合动机性访谈指
导的防晒干预办法袁经过 6 个月的干预后发现试验组

患者日光性皮炎的复发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普通健康
防晒指导遥 跨理论模型也被应用于对于专科医疗培训袁
苏蓉等[26]在对 16 名体检中心的专科护士采用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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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医野治未病冶健康干预过程划分及不同阶段主要的干预策略
运动干预过程划分

主观表现

自我效能

过程焦点

主要干预策略

没有意愿/缺乏动机

低

意识启蒙尧唤醒

第二阶段院野治未病冶健康意识培养

愿意了解

中

自我再评价

野治未病冶野九种体质冶野趋利避害冶的健康教育

第三阶段院野治未病冶健康习惯育成

意识强烈/开始尝试

中

自我解放

野八段锦冶野食疗冶的行动建议袁野追求最佳健康效益冶的科学

第四阶段院野治未病冶健康习惯维持

信心增加/习惯养成

高

刺激控制

野治未病冶健康系统的智能跟踪袁帮助维持健康习惯袁增强信心

第一阶段院野治未病冶健康意识启蒙

中医野治未病冶健康评估与再教育
中医野治未病冶健康指导

模型的亚专科护理培训袁观察研究对象在跨理论模型
各个阶段的行为改变情况发现袁显著提高专科护士的

3 野治未病冶健康干预方案设计与系统介绍
3.1 基于跨理论模型渊TTM冤的中医野治未病冶健康方案

职业认同感和核心能力袁可以在体检中心亚专科护理
培训中推广遥 跨理论模型也可应用于对观察对象所处
的不同阶段对可能形成的健康行为进行预测袁如 Ete鄄
hadnezhad 等 [27] 对 400 名超过 30 岁的女性进行观察

设计
跨理论模型渊TTM冤认为个体行为变化不是单一

其骨质疏松症的预防行为袁从自我效能分析发现对散
步和钙摄入量这两个行为的预测能力要高于其他行
为遥 孙超峰等[28]在对 100 例不孕症患者的护理干预研
究中发现袁相比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袁观察组采

事件袁为分阶段尧循序渐进的连续发展过程遥 个体从无
野治未病冶健康意愿到中医健康意识启蒙袁健康意识不

断的增加发展袁至形成稳定的野治未病冶健康习惯袁主
要是在野主观表现冶野自我效能冶与野过程焦点冶这三个
方面的区别遥 重点在于依据个体所处的阶段采用与之
匹配的干预策略袁使野自我效能冶提升从而促使行为发

用基于跨理论模型辅助升值护理干预袁6 个月的干预
期结束后发现观察组患者对于相关专科知识的掌握
程度尧合理饮食尧适量运动尧遵医嘱及时检查尧改变不
良生活习惯尧合理使用药物情况均显著优于对照组袁
还可减轻患者的焦虑程度并提高患者满意度遥 王李萍[29]

生转变遥 在跨理论模型渊TTM冤的研究基础上结合中医

运用跨理论模型对小学生久坐行为进行健康干预袁干
预组学生的久坐行为逐渐向意向准备和维持阶段转
变袁在维持阶段的人数也要显著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渊孕约园援园缘冤袁提示跨理论模型能改变学生的

惯维持阶段袁并针对不同阶段提出不同的干预策略遥

久坐行为和观念遥

野治未病冶健康干预工作中的实际工作特点袁本研究组

将第二三阶段合并为一个阶段袁把中医野治未病冶健康
干预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遥 野治未病冶健康意识启蒙阶

段尧健康意识培养阶段尧健康习惯育成阶段和健康习
见表 员遥

3.1.1 野治未病冶健康意识启蒙方案 渊1冤设计思路遥 处
于野治未病冶健康意识启蒙的个体通常对中医野治未
病冶内容知之甚少袁或者有一定的了解但却没有系统

2 中医野治未病冶思想指导下的健康干预
野治未病冶最早源自于叶黄帝内经曳所说院野上工治

未病袁不治已病袁此之谓也冶遥 野治冶袁为治理管理的意
思遥 治未病思想是中医学的特色理论袁包括野未病先
防尧已病防变尧瘥后防复冶3 个方面袁认为野圣人不治已
病治未病冶遥 治未病袁也是中医学的核心理念之一袁通
过饮食起居尧情志调理尧运动疗法及中药等多种措施袁
调养体质袁增强人体抗病能力袁让人体少生病尧不生
病遥 虽然医疗水平不断发展袁但疾病的种类也越来越
多袁病机也越来越复杂袁因此袁野治未病冶尤为重要袁可
以从源头上解决问题遥 健康干预渊Health intervention冤
是指为了保护和促进健康而对人们采取健康措施遥 中
医野治未病冶即采取相应的中医健康措施袁防止疾病的
发生发展袁与现在西医的健康干预有相同的目的遥 其
思想与预防医学的三级预防思想相一致袁也是健康教
育与健康促进的核心理念之一遥 但是目前中医野治未
病冶 的健康教育仍停留在普及概念和学习养生功法
等袁缺乏对于个体系统的干预遥

的坚持和尝试袁中途失败遥 其主观表现为缺乏动机或
没有意愿袁自我效能低袁没有野治未病冶中医健康意识遥
因此该阶段主要干预目标是普及对野治未病冶概念的
理解并唤醒健康意识遥 健康干预方案设计重点在于中
医健康宣教袁以产生自我效能袁唤醒个体健康意识为
主要目标遥渊2冤设计流程及方法遥淤第一阶段启蒙通常
以群体健康教育形式出现袁在合作的社区尧单位尧学校
等公众场合进行野治未病冶概念的普及袁以小讲课尧宣
传单派发或张贴海报等形式出现袁课程内容可以设定

为野趋利避害的健康教育冶野什么是中医治未病钥 冶野未病
先防的好处冶和野中医九种体质冶等曰于提出建议袁可以

通过到治未病科进行体质辨识检测结合经验中医师
的四诊合参袁从中医角度进行健康指数危险分层曰盂根
据野中医养生-健康效益冶的量效关系袁结合主要健康
问题和相关疾病风险袁告知偏颇体质的健康危害袁如

野您当前未采取任何中医养生保健行为袁您是某种偏颇
体质袁此种体质会诱发何种疾病袁相比于同龄平和体
质的患者袁未来患相关偏颇体质疾病的风险显著增加冶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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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个体对于偏颇体质的认识及其健康危害的重视曰
榆告知个体纠正偏颇体质的健康获益曰虞通过随访了

解个体健康意识变化情况袁并进一步劝说个体关注中
医野治未病冶健康养生遥

3.1.2 野治未病冶健康意识培养方案 渊1冤设计思路遥 经
过健康启蒙的个体袁对于中医野治未病冶的概念有初步
的了解袁渴望进一步的健康评估袁通过进行健康评估袁
也意识到参与中医健康养生的必要性袁但健康意识尚
未稳定袁故态复萌的风险很高袁需要特别警戒和防控袁
因此本阶段是第一阶段的评估与强化袁主要的目的是
野治未病冶健康评估与再教育遥 渊2冤设计流程及方法遥

淤处于这一阶段的个体袁通常会来到治未病中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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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袁如血瘀体质人群的起居调养处方如野a.血遇寒则
凝袁所以要注意保暖袁避免寒冷刺激袁甚至在盛夏时节

也不可过于贪冷袁避免野秋冻冶遥 b.日常生活中应注意
动静结合袁不可贪图安逸袁以免气血郁滞遥冶对于年轻血
瘀体质女性袁则提醒其避免穿着暴露脐腹的衣服袁注意
保暖遥 比如对于阴虚体质的人群袁饮食调养的处方如
野a.多食性味甘寒尧清润滋补之品袁如梨尧甘蔗尧银耳尧
燕窝尧雪蛤尧鸭尧海参尧龟尧水鱼尧鲍鱼尧螃蟹等遥 b.忌食

温热香燥之品袁烹饪方式少用油炸煎炒遥 c.调养阴虚

体质食疗效果好袁宜多吃炖品尧炖汤遥 冶 对于气郁体质
人群则重于野情志调养冶处方如野注意舒畅情志袁放松

身心袁和畅气血袁减少忧郁遥 在名利上不计较得失袁知

健康评估遥 在个体医院到访期间袁给予个体健康评估

足常乐袁主动寻求快乐遥 多参加社会活动尧集体文娱活

的同时袁利用科室的宣传角尧可取阅的宣传单张袁屏幕

动袁多听轻快开朗的音乐袁常看喜剧相声袁及激励意志

播放等方式加强野治未病冶健康再教育曰于通过中医体
质辨识叶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表曳袁经络检测袁红外热

的影视书籍遥 冶针对不同的偏颇体质人群袁有特定的养
生方案曰盂通过随访了解个体运动习惯养成情况曰跟

成像袁人体成分分析等方法袁获取与中医体检相关的

踪并随访以了解个体主观感受变化情况袁优化该阶段

健康指标袁如中医偏颇体质评定尧人体经络健康状态

的干预方案遥

评估尧人体脏腑经络寒热功能评定尧体脂率尧内脏脂肪
量尧肌肉量尧肌肉力量等袁并重点分类出偏颇体质人

3.1.4 野治未病冶健康习惯养成与维持方案 渊1冤设计思
路遥 处于本阶段的个体已经养成了一种中医养生习

群曰评估个体主要亚健康问题袁进行健康指数危险分

惯袁此时退回到前面几个阶段的风险性相对较低袁环

层曰评估的同时为个体建立电子健康档案袁便于定期

境性诱因的影响亦逐步减少遥 本阶段的重点是帮助个

健康管理尧跟踪与随访曰盂结合主要健康问题和相关

体实现更高的健康诉求袁如野精力更加充沛冶野高质量

疾病风险袁告知偏颇体质的健康危害袁如野当前未采取

睡眠冶等遥 因此袁对于偏颇体质纠正的方案设计需充分

任何中医养生保健行为袁属于某种偏颇体质袁此种体

满足个体主诉袁设计有针对性尧可行性的健康养生处

质会诱发何种疾病相比于同龄平和体质的患者袁未来

方袁在方案实施的过程中了解个体的身体情况改变以

患相关偏颇体质疾病的风险显著增加冶袁引起个体对于

不断的优化健康方案遥渊2冤设计流程及方法遥淤本阶段

偏颇体质的认识及其健康危害的重视曰榆告知个体纠

的个体一般处于随访阶段袁评估个体主要健康问题并

正偏颇体质的健康获益袁健康教育重点在于野对应偏

锁定干预的主要健康目标曰利用电子化健康问卷获取

颇体质的总体特征冶野易患疾病冶野养生原则冶几个方面曰

个体生活饮食习惯信息曰于结合个体健康状况袁推荐

虞通过智能系统的跟踪与随访了解个体健康意识改
变情况袁启发并劝说个体开始尝试坚持中医健康养生遥

3.1.3 野治未病冶健康养生指导方案 渊1冤设计思路遥 其

更全面的中医野治未病冶偏颇体质调理处方曰盂通过引
入可穿戴设备或移动终端等智能化设备来定期跟踪
和收集健康处方执行情况的反馈信息袁加强健康养生

主观表现为中医健康养生意愿强烈袁有近期行动的计

动机袁维持自我效能遥 通过智能化中医野治未病冶健康

划袁但尚未形成稳定规律的健康习惯遥 本阶段的重点

服务系统帮助个体更容易维持住健康方案遥

在于养成规律的中医健康养生习惯袁完成自我解放遥

3.2 野治未病冶健康干预系统初步介绍

野治未病冶干预方案设计重在启发个体学习养生处方袁
包括野情志调养尧饮食调养尧起居调养尧运动调养尧日常

自我保健尧药膳方案推荐尧中医传统疗法推荐冶袁结合
个体的生活尧工作等特点为其制订中医健康养生处方袁
帮助其实施健康计划袁促进自我解放袁提升自我效能遥

渊圆冤设计流程及方法遥 淤通过问卷获取个体饮食尧运

在中医野治未病冶思想的指导下袁结合行为改变理
论跨理论模型渊TTM冤开发出野治未病冶健康干预系统
SAAS 软件服务平台袁实现对个体或群体进行中医健

康检测尧分析尧评估袁根据个体偏颇体质的特点袁提供
养生尧调治尧健康维护和教育方案遥 野治未病冶健康干预

系统拥有先进的短信平台尧电子邮件平台尧微信平台尧

动尧生活尧工作情况曰通过治未病系统进行筛选袁选出

短消息平台和跟踪随访平台袁为治未病工作的开展提

相同偏颇体质并完成第二阶段的个体组成小组袁进行

供全方位的服务遥 通过对患者进行跨理论模型的阶段

野养生处方冶的教学和指导曰于推荐偏颇体质的养生处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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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针对性地推送适合其所处阶段的健康教育信息及

其生活质量遥 治未病科中医师及相关护理人员必须准

健康干预方法遥

确评估患者所处变化阶段袁根据所处不同阶段进行有
针对性的指导和干预遥 在治未病健康教育与管理工作

4 讨论

野治未病冶 健康干预以体质为评估分类手段袁因

中袁加强患者自我管理能力袁强调改变自我行为能力
和生活方式态度的重要性袁激发患者自我学习和管理

为体质因素常常决定个体对病邪的易感性尧 耐受性

的信心袁调动患者的能动性袁从而帮助患者有效地纠

及发病的倾向性袁重视体质辨识有助于疾病的防治遥

正偏颇体质遥

中医医生可以根据个体的偏颇体质袁 提供针对性的

中医野治未病冶思想源于叶黄帝内经曳袁已成为中医

中医体质调理方案遥 对于生化指标检查结果正常的

防病和诊疗的重要思想遥 中医对于野未病先防冶的认识

偏颇体质人群袁如果身体有症状和不适状态的人群袁

是处于很超前的阶段袁但是中医野治未病冶健康教育还

可根据体质采用非药物手段如针灸尧 推拿尧 穴位按

处在比较初级的发展中阶段袁停留在对患者单纯的宣

压尧 情志调养尧 养生药膳等保健方案以配合调整体

教或者概念普及的范畴袁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袁中医野治

质遥 从根本上帮助个体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袁中医有

未病冶应该吸取西方对于野健康教育冶方法学的科学

很多传统治疗方法袁可以对患者进行身心的干预袁减

性袁探索独特的路遥 在中医野治未病冶思想指导下袁结合

少疾病的发生袁 从科学的角度真正的帮助患者建立

心理学行为改变模型并结合人工智能尧大数据等高科

健康的生活习惯遥 健康教育的重点应放在评估患者

技手段袁增加对健康管理 [30]的手段袁达到初步优化和

的行为改变阶段袁借助电子化信息患者档案袁对不同

改善传统野治未病冶健康干预模式的目的遥 当然袁跨理

阶段的患者进行干预遥 对在社区和治未病中心建档的

论模型渊TTM冤作为一种行为心理学模型袁可以从特定

患者进行分组袁有侧重点的推送相关的推文如野吸烟

角度来阐明行为改变的规律袁但是不能解决行为干预

危害健康冶野肥胖造成怎样的后果冶野痰湿体质容易患

中遇到的所有问题袁更加需要的是袁具体问题具体对

中风冶等遥 中医的优势之一袁就是可以通过传统治疗

待并创造性的合理使用这一模型遥 并且跨理论模型

增加患者的依从性袁 从而可以跟心理学的跨理论模
型更好的结合在一起袁增加患者的随访次数袁增减与
医生的互动次数袁在诊疗过程中袁通过综合手段帮助

渊TTM冤从二十年前引入我国后尚且处于起步阶段袁但

近年来应用跨理论模型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多袁在中医
野治未病冶健康干预领域的应用尚无报道袁本研究作为

一种创新性的引入和尝试袁初步证明有效遥 如有错误

患者克服困难遥
中医的健康教育也应该以目标人群为中心袁以行

和不当之处敬请广大同侪斧正袁 冀希大家共同探索袁

为改变为主要的工作目标渊中医的诸多功法都是需要

以使这一方法能为中医野治未病冶健康教育工作增加

一段时间的坚持袁更能体现出保健养生的效果冤袁在科

研究手段和获益遥 在后续研究中袁本研究拟采用随机

学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应用袁借鉴教育学袁心理学袁行为
科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袁方法和技术在健康相关行为干
预中的应用袁既有交叉学科的特点袁同时也要保持中
医野治未病冶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袁在通过转变人们健
康相关行为保护和促进健康上袁 发展自己独特的路
线袁策略和方法遥 中医野治未病冶健康教育研究也涉及

对照等试验方法袁利用中医野治未病冶健康干预服务系
统袁在治未病中心或社区卫生站等医疗机构进行大样
本人群试验验证袁更全面更科学的评估和预测野治未
病冶健康干预的短期和长期效果遥 基于此袁对方案设计
和软件服务系统不断的改进和优化袁为野治未病冶健康
指导服务提供更有效的实施路径和更好的技术支撑遥

普通公众的中医健康素养袁社区中医健康教育袁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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