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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对居家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及心理状况的影响

胡　杰

【摘要】目的　探讨健康教育工作对居家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压水平、心理状况的影响。方法　选

取 2018 年 1 月 ~2019 年 1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100 例居家老年高血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

字表法分组，分为依据居家患者知识需求特征，开展个体化健康教育（观察组，n=50）与进行常规

健康指导（对照组，n=50），比较两组的知识掌握水平、遵医依从率、血压水平、心理状况评分。结

果　两组干预前，高血压知识量表（HK-LS）评分无差异（P> 0.05），干预后，评分均有升高，但观

察组升高程度较对照组更为显著（P> 0.05）。观察组治疗依从性各维度中，科学运动、安全用药、

合理膳食、诱因规避、情绪调适、体质量控制占比均高于对照组（P< 0.05）；两组干预前收缩压、舒

张压水平经测定无差异（P> 0.05），干预后各项指标值均降低，且观察组较对照组降低程度更为显著

（P< 0.05）。两组干预前焦虑、抑郁评定经测验无差异（P> 0.05），干预后各项评分值均有降低，且

观察组较对照组降低程度更为显著（P< 0.05）。结论　针对门诊治疗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管理

的居家老年高血压患者开展健康教育，可提高知识掌握程度，增强遵医依从，利于保持血压水平稳

定，并可改善焦虑、抑郁负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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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on blood pressure control and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Elderly Hypertensive Pa-
tients at Home　　HU Jie. Department of Medical Records,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oyang 471000,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on blood pressure level and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elderly hypertensive patients at home. Methods　100 elderly hypertensive patients in our center from January 2018 

to January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as used to group them. Individu-

alized health education（observation group，n=50）and routine health guidance（control group，n=50）were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knowledge needs of patients at home. Knowledge mastery level，compliance rate，

blood pressure level and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scores were compared. Results　Before the intervention，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degree of knowledge mastery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by the Hypertension Knowledge Scale

（HK-LS）. After the intervention，the test values in both group increased，but the increa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proportion of scientific exercise，safe medication，

reasonable diet，incentive avoidance，emotional adjustment and body mass control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systolic and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level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P>0.05）；after intervention，the values of each index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degree of redu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before interven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After intervention，the scores of each group decreased，and the degree of reduction in the observa-

tion group wa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Conclusion　For the elderly hypert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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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诱导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因素［1-2］。老

年人是好发群体，他们受理解力、文化水平、基础

疾病等因素的影响，对疾病的认知度普遍偏低，自

我照护水平低下。应重视开展健康宣教，以促进其

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对稳定血压水平，提升主观

幸福感意义重大［3］。本次研究探讨健康教育对居家

老年高血压患者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1 月 ~2019 年 1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100 例居家老年高血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与《中

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4 版）》［4］诊断标准符合。采

用随机数字表法分组。观察组 50 例，男 23 例，女

27 例，年龄范围为 61~84 岁，平均（72.28±2.64）

岁；病程范围为 6~23 年，平均病程（12.79±2.82）

年。对照组 50 例，男 25 例，女 25 例，年龄范围为

60~82 岁，平均（72.19±2.65）岁；病程范围为 5~20
年，平均病程（12.75±2.81）年。组间基线资料具可

比性（P>0.05）。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 符合上述诊断标准：2 高血压确诊

>1 年；3 自愿对本次实验知情同意书签署。排除标

准：1 继发性高血压；2 其它重要脏器合并严重疾患

者；3 合并精神系统疾病者。

1.3　方法 

对照组施以常规健康指导，包括注意事项讲解、

用药方法等。观察组重视依据居家老年高血压患者

特征，开展个体化健康教育，具体包括：（1）制定

干预目标：开展入户随访工作，全面评估患者在心

理、社会、生理方面的特征，结合评估结果，明确

现存和潜在的影响机体健康的问题。结合个人喜好、

用药情况、生活行为，对“以病人为中心”的、具体

的、有家属辅助的自我管理方案予以制定，并就自

我管理内容展开健康宣教，包括生活方式、血压监

测、心理调整、遵医用药、定期复查、并发症防范

6 方面内容。每项均设定目标，再划分为阶段目标，

渐进完成，以提高患者责任心；（2）微信宣教：组建

健康教育群，通过图片、语音、视频、文字介绍等

方式，对不同年龄、不同文化水平的患者健康需求

予以满足，开展知识讲解、行为技巧指导、成功经

验分享、医患互动等宣教内容，其中知识讲解包括

心理干预及提高疾病认知力、帮助建立良好社会关

系等；技巧指导包括多色药盒、限盐勺的应用及动态

监测血压方法等；经验分享为由具较高自我管理能力

的家庭对成功经验分享；医患互动为医生对患者问题

予以解答，最终达到综合宣教效果。

1.4　观察指标 

平均开展 3 个月随访，对比下列指标：（1）知

识掌握水平：在干预前、干预后 3 个月，采用 HK-

LS 量表，对两组知识掌握水平测验，此量表共包括

生活方式（5 个条目）、定义（2 个条目）、饮食（2 个

条目）、服药依从性（4 个条目）、治疗（4 个条目）、

并发症（5 个条目）共 6 个维度，22 个条目，以 0-22
分为评估范围，分值与知识掌握呈正相关；（2）对

比两组干预后治疗依从率，应用自制依从率量表展

开调查，包括科学运动、安全用药、合理膳食、诱

因规避、情绪调适、体质量控制 6 个维度，单项“是”

即为依从，“是”患者数与总患者数之比，即为依从

率；（3）对比两组干预前后收缩压、舒张压水平；

（4）对比两组干预前后心理状况评分，即分别采用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与抑郁量表（HAMD）

测验焦虑、抑郁程度，其中 HAMA 以 6 为阳性界定

值，HAMD 以 8 分为阳性界定值，分值越高，心理

状况越差。

1.5　统计学方法 

实验中数据均在 SPSS22.0 中录入完成统计学处

理，组间计量资料知识掌握水平、血压测定值、心

理评分采用（x±s）表示，施以 t 检验；组间计数资料

治疗依从率应用（％）表示，施以卡方检验，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知识掌握水平比较 

两组干预前，经高血压知识量表（HK-LS）测

验，得出相关知识掌握程度无差异（P>0.05，干预

后，测验值均有升高，但观察组升高程度较对照组

更为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patients at home who are managed by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s，paying attention to health education can im-

prove their knowledge and compliance，help to maintain stable blood pressure level，and improve the negative emo-

tion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Key words】Elderly hypertension patients at home；Health education；Compliance；Psychological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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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知识掌握水平比较（x±s）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n=50） 5.64±2.91 18.17±2.72

对照组（n=50） 6.59±2.93 13.58±3.72

t 1.627 7.043

P 0.107 0.000

2.2　两组治疗依从率比较 

观察组治疗依从性各维度中，科学运动、安

全用药、合理膳食、诱因规避、情绪调适、体质

量控制占比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治疗依从率比较 ［n（％）］

项目 观察组（n=50） 对照组（n=50） χ2 P

科学运动 44（88.00） 29（58.00） 11.416 0.000

安全用药 45（90.00） 32（64.00） 9.543 0.002

合理膳食 45（90.00） 33（66.00） 8.391 0.004

诱因规避 40（80.00） 27（54.00） 7.643 0.006

情绪调适 43（86.00） 28（56.00） 10.928 0.001

体质量控制 43（86.00） 32（62.00） 6.453 0.011

2.3　两组血压水平比较 

两组干预前收缩压、舒张压水平经测定无差

异（P>0.05）干预后各项指标值均降低，且观察组

较对照组降低程度更为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3。
表3　两组血压水平、心理评分比较（x±s，mmHg）

组别
收缩压 舒张压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n=50）160.71±10.29 129.68±10.12 101.22±14.17 82.12±8.78

对照组（n=50）161.65±10.23 144.27±11.34 100.92±14.28 94.56±11.23

t 0.458 6.771 0.105 6.171

P 0.648 0.000 0.916 0.000

2.4　心理评分比较 

两 组 干 预 前 焦 虑 、 抑 郁 评 定 经 测 验 无 差 异

（P>0.05）干预后各项评分值均有降低，且观察组

较对照组降低程度更为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4。

3　讨论

高血压因病程迁延，控制难度大，易诱导心脑血

管疾病发生，明显影响患者的健康水平。增强高血压

患者健康素养水平，提高其自我照护能力，建立良好

的生活行为，获取幸福体验是保障其健康的关键。李

为华等［5］研究示，重视对高血压患者建立健康促进的

生活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有密切相关性。高血

压病健康素养指为控制血压而采纳、获取的相关健康

信息和服务，并可进一步精准判断，最终掌握促进自

身健康的方法的一项能力。张庆华等［6］研究表明，年

龄与健康素养之间呈负性相关。故在针对居家老年

高血压患者开展护理管理时，增强健康素养意义显

著［7-8］。老年患者随年龄增加，读写能力、认知能力

下降，对健康信息的获取和利用存在一定困难，行动

和理解力也均下降，故健康知识掌握和行为健立状况

均不佳，进而影响整体护理管理水平［9-10］。

本研究中，观察组针对所选居家老年高血压患

者开展健康教育，首先，制定宣教目标，即依据个

体疾病管理状况，前瞻性制定宣教和护理方案，并

通过赋能教育的开展，使患者掌握动态监测血压等

自我护理管理技巧，对不当的行为予以矫正，以促

进预期目标的达成，最终在提升健康素养的同时，

保障血压水平稳定［11］。其次，开展微信宣教，此为

现代化信息技巧背景下理想的宣教工具，具及时、

快捷、直观、可互动等多项优势，便于患者或家属

及时了解疾病预防和控制信息，通过影音视频等正

确、直观掌握健康管理内容，以从根本上提高遵医

依从，在有效降低血压水平的同时，保障心理状态

稳定［12-13］。结果发现：观察组知识掌握评分、遵医

依从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血压控制效果优于对照组，

心理状况评分优于对照组，与张雁宾等［14-15］所报道

的结果一致。

综上，针对居家老年高血压患者，重视健康教

育工作的开展，可提高知识掌握程度，增强遵医依

从，利于保持血压水平稳定，并可改善焦虑、抑郁

负性情绪。但本研究样本量小，样本来源相对单一，

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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