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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在社区老年慢性病生活方式管理中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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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社区老年慢性病生活方式管理中健康教育的效果遥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0 月社区老年慢性病患者 100 例袁依据护理方法分为日常护理组及健康教育组袁每组各 50 例遥 日常护理组采用
日常护理袁健康教育组在日常护理基础上采用健康教育袁统计分析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尧相关临床指标及护理依

从性遥 结果 健康教育组患者的知识掌握率尧疾病知晓率尧生活方式良好率均显著高于日常护理组袁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渊P<0.05冤遥 健康教育组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日常护理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护理后两组患者
的血糖尧血脂尧血压达标率袁非药物治疗知晓率较护理前明显升高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护理后健康教育
组血糖尧血脂尧血压达标率袁非药物治疗知晓率均显著高于日常护理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健康教育组
患者的规律用药尧自我血压监测尧科学运动尧合理饮食比例均显著高于日常护理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结论 社区老年慢性病生活方式管理中健康教育的效果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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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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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chronic life style in the elderly in
community. Methods A total of 100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in the community from October 2019 to Oc鄄

tober 2020 were retrospectively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routine nursing group and the health education group ac鄄
cording to the nursing methods袁 with 5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daily nursing group was treated with daily nurs鄄
ing袁 and the health educ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health education based on daily nursing. The nursing effects袁 rel鄄

evant clinical indicators and nursing complianc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The knowledge
mastery rate袁 disease awareness rate and good life style rate of patients in the health educ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daily nursing group袁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渊P<0.05冤袁 and the complication rate of patients
in the health education group?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daily nursing group袁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渊P<
0.05冤. After the nursing袁 the reaching the stardard rate of blood glucose袁 lipids袁 blood pressure袁and awareness rate of

non-drug therapy in both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he nursing袁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渊P<
0.05冤. After the nursing袁 the reaching the stardard rate of blood glucose袁 lipids袁 blood pressure袁and awareness rate of
non-drug therapy in the health educ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health education group袁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渊P<0.05冤.The proportions of regular medication袁 blood pressure self-monitoring袁 scientific exercise
and reasonable diet in the health educ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daily nursing group袁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渊P<0.05冤.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chronic life style in the
elderly in community is good.

[Key words] Community elderly chronic disease; Life style; Health education; Daily nurse; Nursing effect; Nursing
compliance

近年来袁我国老年人数量日益增加袁老年人群比
例日益提升袁社会各界也日益广泛关注了老年人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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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问题袁其中焦点之一为老年人群各种慢性病的管理[1]遥
相关医学研究表明 [2]袁老年人机体各脏器功能随着年
龄的增加逐渐减退甚至衰竭袁慢性病严重影响了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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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遥 现阶段袁社区是大部分老年人生活尧活动区域袁

好的饮食习惯曰愚对患者进行鼓励袁使其坚持体育运

在老年人健康教育与健康指导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

动袁依据患者具体病情对运动时间进行控制袁通过体

作用遥 因此袁要想促进老年人慢性病发病率的降低尧治

育运动促进患者体质的增强袁为提升患者身体素质提

疗效果的提升袁关键是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社区
医疗服务质量的提升袁对老年人的不良生活习惯进行

改善遥 本研究统计分析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10

月社区老年慢性病患者 100 例的临床资料袁研究社

区老年慢性病生活方式管理中健康教育的效果袁现报
道如下遥

供有利条件遥 两组均护理 1 个月遥
1.4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1.4.1 护理效果 自制调查问卷袁信度系数渊Cronbach忆s
琢冤为 0.897袁包括知识掌握尧疾病知晓尧生活方式良好尧
并发症发生情况袁结果用实际发生例数/总例数表示[4]遥

共发放 100 份问卷袁回收有效问卷 100 份袁回收率为
100%遥

1.4.2 相关临床指标 包括血糖达标[空腹血糖渊FBG冤院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0 月社区

老年慢性病患者 100 例袁依据护理方法分为日常护理
组和健康教育组渊在日常护理基础上采用健康教育冤袁
每组各 50 例遥日常护理组患者男 24 例渊48.0%冤袁女 26 例

渊52.0%冤袁年龄 64耀77 岁袁平均渊70.2依5.4冤岁遥 在疾病类

型方面袁糖尿病 28 例渊56.0%冤袁高血脂 26 例渊52.0%冤袁

高血压 19 例渊38.0%冤袁冠心病 6 例渊12.0%冤袁其他慢性
病 2 例渊4.0%冤曰在疾病种类方面袁1 种 31 例渊62.0%冤袁
2 种及以上 19 例渊38.0%冤遥 健康教育组男 25 例渊50.0%冤袁
女 25 例渊50.0%冤袁年龄 63耀76 岁袁平均渊69.5依5.2冤岁遥

在疾病类型方面袁糖尿病 29 例渊58.0%冤袁高血脂 27 例
渊54.0%冤袁高血压 18 例渊36.0%冤袁冠心病 5 例渊10.0%冤袁

其他慢性病 2 例渊4.0%冤曰在疾病种类方面袁1 种 32 例
渊64.0%冤袁2 种及以上 18 例渊36.0%冤遥 两组患者的一般

资料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本研究通过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袁患者均知情同

3.9耀6.1 mmol/L 或 70耀110 mg/dL曰餐后 2 h 血糖渊2 hPG冤院

<7.8 mmol/L冤]尧血脂达标[总胆固醇渊TC冤院约200 mg/dL袁
或 2.8耀5.2 mmol/L曰三酰甘油渊TG冤院约150 mg/dL袁 或

0.56耀1.70 mmol/dL曰胆固醇酯渊chE冤院2.80耀5.17 mmol/L
渊110耀200 mg/dL冤袁占总 TC 的 0.70耀0.75渊70%耀75%冤曰高
密度脂蛋白渊HDL冤院逸40 mg/dL袁或 1.04耀1.55 mmol/L曰
低密度脂蛋白渊LDL冤院约120 mg/dL袁或约3.12 mmol/L曰

FBG院3.9耀6.1 mmol/L冤]尧血压达标[90 mmHg<收缩压
渊SBP冤<140 mmHg尧60 mmHg<舒张压渊DBP冤<90 mmHg冤]

情况尧非药物治疗渊除药物治疗之外的饮食尧运动指导
等冤知晓情况[5]遥

1.4.3 护理依从性 自制护理依从性量表袁Cronbach忆s
琢 为 0.904袁内容包括规律用药尧自我血压监测尧科学
运动尧合理饮食袁结果用实际发生例数/总例数表示[6]遥
共发放 100 份问卷袁回收有效问卷 100 份袁回收率为
100%遥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袁计量

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遥

资料以渊x依s冤表示袁采用 t 检验袁重复测量的计量资料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院淤均接受普通体格检查尧血脂尧血糖监

测尧心电图检查确诊为慢性病[3]曰于年龄均在 60 岁及

采用方差分析袁计数资料以[n渊%冤]表示袁采用 字2 检
验袁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以上遥 排除标准院淤有精神疾病者曰于无法有效沟通者遥
1.3 方法

1.3.1 日常护理组 在社区常规看护患者袁督促患者严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比较

格遵医嘱用药袁坚持科学合理饮食及适量运动等遥

健康教育组患者的知识掌握率尧疾病知晓率尧生

1.3.2 健康教育组 淤定期医疗检测遥 专业护理人员测

活方式良好率均显著高于日常护理组袁差异有统计学

行仔细询问遥 积极与患者交流袁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袁

常护理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1遥

量记录患者的血压尧血脂尧血糖等曰于对患者的近况进
依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对治疗与护理方案进行调整曰

盂积极与患者家属交流袁对患者的日常生活情况等信

息进行全面了解曰榆定期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袁采用健
康讲座尧 娱乐等多种形式帮助患者培养健康的生活习
惯袁促进其生活质量的提升曰虞对患者不合理的饮食
习惯进行调整遥 制订健康的饮食计划袁使患者培养良

意义渊P<0.05冤袁健康教育组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日

表 1 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比较[n渊%冤]
组别
健康教育组
日常护理组
字2 值
P值

n

知识掌握 疾病知晓 生活方式良好

50

35渊70.0冤 32渊64.0冤

50

48渊96.0冤 46渊92.0冤
6.630
0.041

13.280
0.023

43渊86.0冤

并发症
2渊4.0冤

32渊64.0冤

13渊26.0冤

0.030

0.036

1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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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相关临床指标比较[n渊%冤]
n

组别

50

健康教育组

时间

血糖达标

血脂达标

血压达标

非药物治疗知晓

护理前

16渊32.0冤

21渊42.0冤

13渊26.0冤

26渊52.0冤

26.760

16.750

10.600

21.960

37渊74.0冤

护理后
字2 值

0.012

P值

50

日常护理组

护理前

字

27渊54.0冤

25.190

14.860

7.880

20.280

28.300

n

规律用药 自我血压监测 科学运动 合理饮食

50

33渊66.0冤

47渊94.0冤

48渊96.0冤

38渊76.0冤

43渊86.0冤

13.340

12.830

16.010

14.450

0.035

36渊72.0冤
0.031

14渊28.0冤
0.021

23渊46.0冤
0.025

3 讨论
近年来袁人们日益提升的生活水平与不断加快的
生活节奏在极大程度上冲击着人们的饮食习惯与生
活习惯袁肿瘤尧心脑血管疾病等各种慢性疾病发病率
在不合理的生活习惯作用下日益提升袁对患者的生命
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遥 由于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尧免疫
功能越来越弱袁极易发生各种慢性病遥 近年来袁我国人
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剧袁老年人数量日益增加袁慢性
病老年患者数量也日益增加遥 老年慢性病一方面严重
影响着患者身体健康袁另一方面还影响患者的基本日
常生活方式袁给患者家庭及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压力[7]遥
老年慢性病患者具有极高的致残率及致死率袁因此
临床应充分重视预防尧治疗与护理老年慢性病患者的
工作[8]遥
社区老年疾病健康教育与管理是一种新型护理
模式袁近年来袁其随着社区水平的提升而日益发展壮
178

20渊40.0冤
0.038
0.550

0.635

0.4522

0.031

0.033

18.550

0.011

表 3 两组患者的护理依从性比较[n渊%冤]

P值

0.300

0.523

2.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相关临床指标比较
护理后两组患者的血糖尧血脂尧血压达标率袁非药
物治疗知晓率较护理前明显升高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渊P<0.05冤曰护理后健康教育组血糖尧血脂尧血压达标
率袁非药物治疗知晓率均显著高于日常护理组袁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2遥
2.3 两组患者的护理依从性比较
健康教育组患者的规律用药尧自我血压监测尧科
学运动尧合理饮食比例均显著高于日常护理组袁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3遥

字2 值

0.030

0.110

P 护理后两组比较值

日常护理组

26渊52.0冤

0.014

值

50

0.020

14渊28.0冤

字2 护理后两组比较值

健康教育组

0.035

44渊88.0冤

22渊44.0冤

P 护理前两组比较值

组别

33渊66.0冤

15渊30.0冤

P值

护理前两组比较

0.032

25渊50.0冤

护理后
字2 值

2

36渊72.0冤

12.840

34渊68.0冤
0.022
0.870
0.623

23.590
0.024

大袁临床也不断拓展了其实际效果与应用范围[9]遥 相关
医学研究表明 [10-11]袁在预防尧治疗疾病的过程中袁社区
健康教育与管理模式占有重要地位遥 社区是老年人群
的基本生活场所袁直接影响着患者的日常生活袁因此袁
在老年人慢性病防治工作中袁关键是开展社区老年人
健康管理袁对其生活质量进行改善袁对其身心健康进
行维持[12]遥 相关医学学者在护理社区老年病患者的过
程中应用健康教育与管理模式 [13-14]袁研究其在防治慢
性疾病过程中的价值与作用发现袁老年慢性病患者在
接受健康护理与管理后均能够有效掌握疾病知识袁培
养较为健康的生活习惯袁从而显著减少并发症的发生遥
同时经健康教育与管理后袁老年慢性病患者还具有较
高的血脂尧血压尧血糖达标率等遥
本研究结果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袁说明在社区老
年慢性病护理中袁健康教育的防治作用较好袁能够向
患者普及健康知识袁使老年人保持舒畅的心情袁促进老
年人发病率的降低袁改善其各项临床指标遥 发生这一
现象的原因为健康教育一方面能够帮助临床合理了
解与适当干预老年慢性病患者的治疗进展尧生活习惯等袁
另一方面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监督约束患者[15-16]遥
并将疾病相关知识普及给患者及其家属袁使其对疾病
特征及影响因素有一个清晰了解袁培养良好的生活习
惯袁从而对其他病症的产生进行有效预防袁并促进疾
病治疗效果的提升[17-18]遥同时袁促进社区预防老年人慢
性病水平的提升袁完善社区老年人服务体系袁减少社
区居民慢性病的发生袁最终有效提升居民生活质量遥
综上所述袁社区老年慢性病生活方式管理中健康
教育的效果好袁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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