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项目: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No.国卫办医函[2013]

544号)

△通信作者,E-mail:2294817481@qq.com

1新生儿科

2心脏内二科

收稿日期:2016-04-27

延续性护理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生活质量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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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延续性护理在改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生活质量和自我管理能力中的临床意义。方法:将130例患者随机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65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进行干预,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予以延续性护理干预,比
较两组患者在护理后的生活质量及自我管理能力。结果:观察组的6min步行距离、生活完全自理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均

P<0.01),再次住院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护理后观察组的生活质量(如社会活动情况、抑郁心理情况、日常生活能

力及焦虑心理症状)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均P<0.01),观察组的自我管理能力优于对照组(P<0.01)。结论:延续性护理可促

进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治疗,在提升其生活质量和改善自我管理能力方面有着良好的效果,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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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CONTINUOUSNURSINGCAREONLIFEQUALITYANDSELFMANAGEMENT
ABILITYINPATIENTSWITHCHRONICHEARTFAILURE
LiuHongmei,LiuXiaomei,WangXiaojuan,LiYuan,XieCui.(DepartmentofNursing,People’sHospi-
talofShaanxiProvince,Xi'an710068,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exploretheclinicalvalueofcontinuousnursingcareonchronicheartfailurepa-
tients.Methods:130chronicheartfailurepatientswererandomlydividedintotheobservationgroupandthe
controlgroup(65casespergroup).Thepatientsinthecontrolgroupreceivedroutinenursingcare,while
thoseintheobservationgroupreceivedroutinenursingcarecombinedwithcontinuousnursingcare.Life
qualityandselfmanagementabilityofpatientsinbothgroupswerecompared.Results:6-minwalkingdis-
tanceandtherateoflifecompleteself-careinpatientsoftheobservationgroupweresignificantlyhigher
thanthoseofcontrolgroup(P <0.01).Hospitalreadmissionrateintheobservationgroupwassignifi-
cantlylowerthanthatinthecontrolgroup(P<0.01).Afternursingcare,thelifequality(includedsocial
activities,depression,activityofdailylivingandanxietysymptoms)intheobservationgroupwashigher
thanthatofthecontrolgroup(P <0.01).Self-managementabilityintheobservationgroupwasbetter
thanthecontrolgroup(P<0.01).Conclusion:Continuousnursingcarecouldimprovethecuringeffectof
chronicheartfailure,itexertaneffectontheimprovementoflifequalityandself-managementability.
Thusitisworthyofclinicalapplication.
Keywords continuousnursingcare;chronicheartfailure;lifequality;self-managementability

  延续护理是近30年来在国际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护理模

式。该护理模式是医院护理的延续和扩展,即将住院护理服

务延续至患者的社区或者家庭,延续性护理使患者的护理计

划保持一定的持续性和协调性,最大限度地保证患者在出院

后得到持续的卫生保健,有效应对患者在出院后面临的一系

列问题,促进患者康复,避免患者因病情恶化再次住院[1,2]。

相关研究表明,延续性护理能够改善患者的心脏功能,使患

者的病情得到缓解,从而使患者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患者

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3]。本文对延续性护理对慢性心力衰

竭患者的生活质量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现将

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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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陕西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2014年3月至2015年

4月收治的130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患者均

符合2012年欧洲心脏病学会制定的《慢性心力衰竭指南》中
的诊断标准,经患者知情同意后纳入本研究。130例中,男

75例,女55例;年龄47~75岁,平均(54.2±3.2)岁;病程

1~7年,平均(3.2±1.4)年;心脏基础疾病包括风湿性心脏

病伴二尖瓣狭窄15例,扩张性心肌病20例,高血压性心脏病

43例,冠心病52例。采用随机编号的方法将130例患者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65例。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病
程、心脏基础疾病等一般资料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具有可比性。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在出院时仅给予出院指导,即用

药指导、心理护理、健康宣教等。观察组患者除了采用常规

护理外,主要采用以下延续性护理措施:(1)信息的延续。患

者的一些与病情有关的信息要及时告知医护人员,医护人员

充分了解患者的信息,给患者提供较好的护理服务。(2)心
理护理的延续。医护人员要及时对患者的不良情绪进行评

估,分析不良情绪的来源,有针对性地对患者实施心理护理。
(3)管理的延续。医护人员要连续统一地管理患者的身体健

康状况。(4)行为干预的延续。医护人员给予患者讲解吸

烟、肥胖、饮酒与心力衰竭病情康复的关系,给患者提供体重

控制方案,嘱咐患者进行戒酒、戒烟。(5)关系的延续。保持

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持续治疗性关系。(6)用药护理的延

续。医护人员继续对患者讲解治疗心力衰竭的常用药物,告
知患者遵医嘱定时按量服药。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护理后的6min步行距离、再次住院率及

生活完全自理情况,同时评估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及自我管

理能力。

1.4 评价标准

1.4.1 生活质量评估标准[4]:两组患者的生存质量采用生

活质量测评表的方式进行评价。内容主要包括社会活动情

况、抑郁心理情况、日常生活能力和焦虑心理症状。每项设

置7个问题,每个问题采用5级评分,5分为最差,1分为最

好,由护士通过询问,按要求进行逐项打分。

1.4.2 患者6min步行距离标准:美国卡维地洛研究标准,

用于测量患者心力衰竭严重程度,6min步行距离>450m
为轻度心力衰竭,6min步行距离150~450m为中度心力衰

竭,6min步行距离<150m为重度心力衰竭[5]。

1.4.3 自我管理能力评价:采取自我管理量表和Likert4级

评分评估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该量表包含症状管理、心理

和社会适应、饮食管理、药物管理4个维度,每个维度1~4
分,得分越高说明自我管理能力越好[6]。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与处理,计量资料用

均数±标准差(췍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用百

分率(%)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护理后两组患者6min步行距离、再次住院及生活完全

自理情况比较

  观察组的6min步行距离明显高于对照组;观察组的生

活完全自理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观察组的再住院率明显低于

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1),见
表1。

表1 两组患者6min步行距离、再次住院及生活完全自理

情况比较(췍x±s)

组别 n 6min步行
距离(l/m)

生活完全自
理率[n(%)]

再次住院率
[n(%)]

观察组 65 381±13.31 34(52.31) 25(41.54)
对照组 65 257±18.75 19(29.23) 40(61.54)

t/χ2 14.7830 7.1674 6.9231
P <0.01 <0.01 <0.01

2.2 护理后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

  护理后观察组的社会活动情况、抑郁心理情况、日常生

活能力及焦虑心理症状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见表2。

2.3 两组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比较

  观察组的症状管理、心理和社会适应、饮食管理及药物

管理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
0.01),见表3。

表2 护理后两组患者生活质量的比较(췍x±s,分)

组别 n 社会活动情况 抑郁心理情况 日常生活能力 焦虑心理症状

观察组 65 11.38±7.81 14.25±0.77 15.36±1.27 10.53±0.51

对照组 65 21.35±1.35 23.87±0.81 22.41±1.81 20.63±1.51

t 10.1416 69.3986 34.2774 51.0910

P <0.01 <0.01 <0.0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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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的比较(췍x±s,分)

组别 n 症状管理 心理和社
会适应 饮食管理 药物管理

观察组 65 12.69±2.08 14.25±2.23 14.11±1.78 15.74±1.83
对照组 65 9.16±1.79 10.03±1.83 9.34±1.36 12.73±1.67
t 5.9831 8.0281 9.2017 5.6920
P <0.01 <0.01 <0.01 <0.01

3 讨 论

  慢性心力衰竭是临床上的一种复杂心血管的综合征,目
前,正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而呈逐年增长趋势,该
病具有合并症多、反复住院、治疗复杂、病死率高的特点,加
重患者及其家属的经济负担,使患者的生活质量降低,严重

威胁着人类的健康[7,8]。但我国延续性护理体系尚不完善,

患者出院后由于环境的改变,患者的自我护理意识和能力不

够,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制约了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

量。因此,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对延续性护理的需求,尤其是

出院后一周内对护理的要求较高,且此时的护理是至关重要

的。

  延续性护理通过对患者采取系统的护理干预,充分调动

患者及家属参与护理活动,确保患者能够接受协调性与连续

性的护理服务。延续性护理同时可增强患者自我保健意识,

减轻医疗负担,改善生活质量[9,10]。延续性护理使疾病健康

知识、用药护理、心理及行为干预在院外得到延续,强化了患

者对心力衰竭的认知和学习,巩固了患者出院后用药、运动、

饮食等知识的不足,帮助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规律,改
善体质。此外,延续性护理还能帮助患者掌握心理调节的方

法,促进其早日适应院外生活,提高其应对问题的能力,避免

心力衰竭的复发。对于延续性护理在心力衰竭患者护理中

的作用,本研究结果发现,经过观察组患者的6min步行距

离、生活完全自理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1),且观察

组的再次住院率较低(P<0.01);观察组的生活质量明显高

于对照组(P<0.01);观察组患者自我管理能力较高(P<
0.01),可见对于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延续性护理的作用是显

著的。

  综上所述,经过延续性护理后患者对护理人员的满意度

较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体质得到增

强,患者的治疗依从性较高,有着较好的临床疗效,值得在临

床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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