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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为基础的自我报告和互动平台对脑卒中患者治疗依从性、生活质量和
认知功能的影响

董俊平 、 朱艳伟 、 邢　霞 、 禹俊杰 、 张利霞

【摘要】目的　探究以微信为基础的自我报告和互动平台对脑卒中患者治疗依从性、生活质量和认

知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 ~2018 年 1 月在安阳市中医院治疗的脑卒中患者 198 例，采用

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99 例）和观察组（99 例），观察组采用以微信为基础的自我报告和互动平台，

对照组使用常规随访。干预 3 个月后评估两组治疗依从性、生活质量及认知功能，并对比两组 1 年内

卒中复发情况。结果　观察组治疗依从率显著高于对照组（82.83％ vs 68.69％；χ2=5.390，P=0.020）；

观察组在精力、家庭角色、语言、活动能力、情绪、个性、自理能力、思维、肢体功能、劳动等评

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 MMSE 评分、HDS 评分、CDR 评分改善程度显著优于对照组

（P<0.05）；对照组卒中复发风险显著高于观察组（HR=3.434，95％CI［1.327，8.890］，P=0.020）。结

论　微信为基础的自我报告和互动平台可提高脑卒中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及生活质量，并改善认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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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WeChat based self-report and interactive platform on treatment compliance，quality of life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stroke patients　　DONG Junping，ZHU Yanwei，XING Xia，et al. Anya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Anyang 455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WeChat based self-report and interactive platform on treatment 

compliance，quality of life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stroke patients.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7 to January 2018，198 

stroke patient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99 cases）and observation group（99 

cases）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eChat-based self-report and interactive platform was us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and routine follow-up was used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3 months of intervention，treatment compliance，qual-

ity of life and cognitive function were assessed in both groups，stroke recurrence within 1 year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82.83％ vs 68.69％；χ2=5.390，P=0.020）. The scores of energy，family role，language，activity ability，emotion，

personality，self-care ability，thinking，body function and labor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5）. The improvement of MMSE，HDS and CDR score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0.05）. The risk of recurrence in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observation group（HR=3.434，95％CI［1.327，8.890］，P=0.020）. Conclusions　WeChat based self-report and in-

teractive platform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quality of life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strok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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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是影响我国居民生命健康的主要疾病［1］，

2013 年调查显示我国因脑卒中导致的伤残调整生命年

占所有疾病的 9.71％，卒中患者 75％以上残留不同程

度后遗症［2］，这极大影响了存活患者治疗持续性及生

活质量。有效的卒中后管理可显著减少卒中复发［3］，

为此，本研究小组针对卒中后患者开发出以微信为基

础的自我报告和互动平台，并探究其对卒中患者治疗

依从性、生活质量和认知功能的影响，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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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1 月 ~2018 年 1 月在安阳市中医

院治疗的脑卒中患者，纳入标准：（1）临床资料完

整，经影像学（CT 或 MRI）证实的脑卒中，（2）卒中

治疗顺利，无明显治疗并发症发生，（3）治疗依从性

好，可接受定期随访，（4）具有完成调查问卷的能力，

排除标准：（1）既往存在认知或精神障碍，（2）严重

心、肺等其他功能障碍，（3）伴随其他影响卒中康复

的疾病，（4）无法且不会使用微信，共纳入 198 例患

者，采用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99 例）和观察组

（99 例），两组在年龄（67.01±7.23 岁，66.77±7.42
岁）、男女比例（67/32，70/29）、体质指数（21.76±

2.17 kg/m2，21.97±1.98 kg/m2）、卒中类型脑出血 / 脑

梗死（17/82，25/74）、运动障碍 / 语言障碍（95/21，

91/32）、基本自理 / 需要帮助 / 明显依赖 / 完全依赖

（25/38/26/11，23/35/25/16）上无明显差异（P>0.05）。

本研究已充分告知患者，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批。

1.2　干预方案 

1.2.1　以微信为基础的自我报告和互动平台的

构建　人员组成包括：神经内科护士 10 名，负责对

卒中患者出院后使用微信进行随访及管理，对患者

血压、血糖、血脂、日常生活习惯、服用药物进行

监督，进行卒中知识的宣讲，同时搜集并整理患者

对于卒中相关疑问及问题，根据《脑卒中三级预防

护理手册》针对出现异常的患者及时汇报医生，必

要时引导其前往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神经内科医生

5 名，负责对护士随访时发现异常的患者进行初步判

断，回答护士整理的相关问题，调整并指导护士针

对不同患者的随访内容，制作疾病相关宣教文章。

1.2.2　常规随访　由专人每月定期对患者进行

常规随访及宣教

观察组使用以微信为基础的自我报告和互动平

台，对照组使用常规随访。

1.3　评价指标

干预 3 个月后评估两组如下指标：（1）治疗依

从性，分为完全依从：观察期内严格遵医嘱，一般依

从：观察期内偶有不能依从行为发生，不能依从：不

能遵守医嘱，依从率 =（完全依从 + 一般依从）/ 总

人数；（2）生活质量，使用脑卒中生存质量量表（中

文版）进行评价，内容包括：精力、家庭角色、语言、

活动能力、情绪、个性、自理能力、社会角色、思

维、肢体功能、视力、劳动，得分越高表明在此方

向上的生活质量越高；（3）认知功能，使用简明精

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长谷川智力量表（HDS）、

临床痴呆量表（CDR）对患者干预前后认知功能进行

评价，其中 MMSE、HDS 评分越高，CDR 评分越低

表明患者认知功能越完善；（4）卒中复发情况，对

所有患者出院后进行 1 年的随访，每月由专人进行

统计，随访截止日期 2019 年 2 月 1 日，随访终点脑

卒中的复发。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EXCEL 2010 及 SPSS 20.0 进行数据处理，

计数资料用例数（构成比）n（％）表示，使用 χ2 检

验进行比较，预期值低于 1 时使用 Fisher 确切概率

法检验，等级变量使用秩和检验；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同时段比较使用 t 检验，不

同时段比较使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使用 Kaplan–

Meier 法绘制生存曲线，应用 Log rank 检验计算风险

比（Hazard ratio，HR）。P<0.05 具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依从性对比 

观察组治疗依从率显著高于对照组（82.83％ vs 
68.69％；χ2=5.390，P=0.020），详见表 1。

表1　治疗依从性对比n（％）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一般依从 不能依从 依从率

观察组 99 50（50.51） 32（32.32） 17（17.17） 82（82.83）

对照组 99 28（28.28） 40（40.40） 31（31.31） 68（68.69）

χ2 5.390

P 0.020

2.2　两组生活质量对比 

观察组在精力、家庭角色、语言、活动能力、

情绪、个性、自理能力、思维、肢体功能、劳动等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在社会角色、

视力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详见表 2。 

2.3　两组认知功能对比 

干预前两组 MMSE 评分、HDS 评分、CDR 评

分间无明显差异（P>0.05），干预后两组 MMSE 评

分、HDS 评分均显著提高，CDR 评分均显著下降

（P<0.05），其中观察组 MMSE 评分、HDS 评分显著

高于对照组，CDR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详见表 3。

2.4　两组随访期间卒中复发情况比较 

对照组卒中复发风险显著高于观察组（HR=3.434，

95％CI［1.327，8.890］，P=0.020），详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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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两组患者卒中情况

3　讨论

有效的卒中预防措施可显著控制卒中的发生及发

展，提高患者预后［4］。我国当前就医现状导致患者往

往很难及时就诊，而医疗知识的普遍缺乏使得患者治

疗依从性较低，导致卒中患者出院后继续治疗的疗效

及预后较差。随着微信普及程度越来越高，使得以微

信为基础的医患交流平台成为可能。 本研究发现：以

微信为基础的自我报告和互动平台可有效提高卒中

患者治疗依从性。良好的治疗依从性是卒中治疗的基

础，循证医学证实，持续、正确的使用抗血栓药物及

控制卒中危险因素对于降低复发、残疾及死亡具有重

要作用，而我国卒中患者出院后服药依从性普遍不够

理想［5］，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出院后医患交流机会较

少，而患者卒中相关知识较为缺乏，微信作为适时网

络交流平台，能够实时和患者沟通，给予患者出院后

必要的服药监督，同时适时传播卒中相关医疗知识，

不断提高患者自我管理水平，显著提高治疗依从性。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微信为基础的自我报告和互

动平台可有效提高卒中患者治疗后生活质量。可能

的原因为：得益于较高的服药依从性，卒中患者可有

效阻止卒中进展并提高卒中后身体功能（运动及神

经）恢复情况［6］，同时自我报告和互动平台给予患者

更多专业医疗关怀，有效增强其治疗信心，此外还

可提高患者家属照护水平，而且患者围绕卒中的各

类问题均能得到有效且及时的解决，而社会角色及

视力因子无明显差异，则可能与社会角色与医疗护

理相关性较低，视力与神经康复相关性较低有关［7］。

本研究发现：微信为基础的自我报告和互动平台

可进一步改善患者认知，认知障碍是卒中患者常见

表2　生活质量对比

组别 例数 精力 家庭角色 语言 活动能力 情绪 个性

观察组 99 13.98±2.09 13.01±2.29 22.19±4.09 22.19±4.32 19.78±2.87 11.53±2.67

对照组 99 10.03±2.77 9.38±2.98 20.14±3.99 17.98±6.18 15.18±3.71 8.77±2.56

t 8.302 7.443 2.778 4.359 7.339 5.584

P 0.000 0.000 0.006 0.000 0.000 0.000

组别 例数 自理能力 社会角色 思维 肢体功能 视力 劳动

观察组 99 20.18±4.87 11.38±4.33 11.62±2.81 21.33±4.81 12.08±2.91 12.05±2.71

对照组 99 15.11±4.32 12.09±4.09 8.93±3.01 15.39±5.04 13.04±3.11 6.16±2.73

t 5.843 0.892 4.924 6.350 1.764 10.583

P 0.000 0.374 0.000 0.000 0.081 0.000

表3　认知功能对比

组别 例数
MMSE评分 HDS评分 CDR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99 18.63±3.09 28.17±3.87a 9.01±1.75 17.98±3.04a 2.23±0.38 1.64±0.22a

对照组 99 19.01±2.89 22.73±3.19a 8.94±1.38 13.45±3.18a 2.19±0.41 1.89±0.31a

t 0.717 8.159 0.334 7.937 0.529 4.922

P 0.475 0.000 0.739 0.000 0.598 0.000

与同组干预前比较，a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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