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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性护理对慢性心衰竭患者自我效能、依从性及再住院率的影响

王　璞 、 秦娅丽 、 王　红 、 刘会玲 、 郝永红

【摘要】目的　探讨延续性护理对慢性心力衰竭（CHF）患者自我效能、依从性以及在住院率的

影响。方法　将 CHF 患者 104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52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

组实施院后延续性护理。出院前及出院后 6 个月，评价并比较两组的服药依从性、自我护理能力、

一般自我效能、明尼苏达心力衰竭生活质量量表（MLHFQ）、综合性医院焦虑 - 抑郁量表（HAD）及

再住院率等指标。结果　出院后 6 个月，观察组的服药依从性、自我护理能力、MLHFQ、一般自我

效能评分均显著高于出院前及对照组，HAD 焦虑亚量表（HADA）和抑郁亚量表（HADD）评分均显

著低于出院前及对照组（P< 0.05）；出院后 3 和 6 个月，观察组的再住院率分别为 3.85％、17.31％，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13.46％、36.54％（P< 0.05）。结论　延续性护理能够增强 CHF 患者的依从性、

自我护理能力及自我效能，改善生活质量，降低再住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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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ransitional care on the self-efficacy，medicine adherence and readmission rate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WANG Pu，QIN Yali，WANG Hong，et al.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Medical College，Xi’an 710038，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transitional care on the self-efficacy，medicine adherence and read-

mission rate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CHF）. Methods　Totally 104 patients with CHF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52 cases in each group. Routine care was provided to the control 

group，while the transitional care was provided 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Before and 6 months after discharge，the med-

icine adherence，self-care ability，general self-efficacy，readmission rates，the scores of Minnesota Heart Failure 

Quality of Life Scale （MLHFQ）and Hospital Anxiety-Depression Scale （HAD）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6 months since they were released from hospital，the scores of medicine adherence，self-care ability，

general self-efficacy and MLHFQ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the 

scores of HADA and HAD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3 and 6 months after discharge，the readmission rates were 3.85％ and 13.46％ in observation group，which signifi-

cantly lower than 13.46％ and 36.54％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ransitional care can enhance 

the medicine adherence，self-care ability and self-efficacy of CHF patients，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reduce the 

readmission 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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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力衰竭（CHF）是各种心血管疾病发展的

终末阶段，具有病程长、并发症多、复发率高及再

住院率高等特征，5 年存活率接近恶性肿瘤，已成为

临床慢性病管理的重点内容 ［1］。文献报道显示，大

部分 CHF 患者在出院后未获得系统的管理，院后 6

个月内再住院率高达 44％［2］。随着现代医疗模式的

转变，CHF 的治疗目标已经不再局限于症状改善及

存活率的提高，还要注重负性情绪的改善、生活质

量的提高及再住院的规避或减少。CHF 患者生活质

量在很大程度上受情绪、运动、服药依从性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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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因此，对 CHF 患者开展综合、持续、有效

的院后管理势在必行。本研究对 CHF 患者开展院后

延续性护理，并观察了其对 CHF 患者自我效能、自

我护理能力、依从性、再住院率等的影响，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 月我院心内科住院

治疗、病情稳定的 CHF 患者 104 例作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1）符合《中国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

2014》［3］中关于 CHF 的诊断标准，NYHA 心功能分

级为Ⅱ～Ⅳ级；（2）左室射血分数（LVEF）<50％；

（3）意识清楚、语言沟通及思维能力正常；（4）年

龄 >18 岁；（5）居住医院所在辖区且便于随访；（6）

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上；（7）自愿配合且签署知情

同意书。排除标准：（1）CHF 终末期、伴有恶病质

患者；（2）合并其他系统严重疾病及恶性肿瘤者；

（3）合并明显肢体功能障碍、精神障碍及认知功能

障碍者；（4）预计生存期 <2 年；（5）合并其他可能

导致反复入院的非心脏性疾病者；（6）不能坚持随

访及主动退出研究者。根据住院号随机分为观察组

与对照组，每组 52 例。观察组中男 34 例，女 18 例，

年龄 45～78（60.32±6.78）岁；病程 1～15（5.43±

1.12）年；NHYA 分级：18 例Ⅱ级，22 例Ⅲ级，12 例

Ⅳ级；文化程度：13 例小学，21 例初中，11 例高中

或中专，7 例大专及以上。对照组中男 31 例，女 21
例，年龄 45～82（61.43±5.95）岁；病程 1～17（5.62
±1.34）年；NHYA 分级：20 例Ⅱ级，21 例Ⅲ级，11
例Ⅳ级；文化程度：12 例小学，22 例初中，12 例高

中或中专，6 例大专及以上。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住院期间及出院时均予以口头及书面常

规健康教育，包括休息与运动、饮食、服药、复诊

时间及病情复发预防等。院后每 3 个月进行 1 次门

诊复查随访，门诊前 1d 电话通知患者或其家属。观

察组实施延续性护理，具体模式如下：

1.2. 1　出院前护理　组建由主管医生、管床

医生、主管护师、门诊护士等组成的延续性护理小

组。由护理人员完成电话随访及家庭访视，医生及

护理人员共同完成门诊随访，由小组成员邀请相关

科室专家进行健康讲座。出院前建立患者的个人档

案，并发放《CHF 防治知识手册》及《CHF 自我护理

日志》，指导患者正确填写。

1.2.2　院后护理

（1）电话随访

出院后 1 月内每周 1 次电话随访，第 2～3 个月

每 2 周 1 次，此后每月 1 次，时间 10～20min/ 次，

共进行 11 次电话随访。电话随访内容包括 CHF 疾病

知识普及、院外生活行为方式指导、自我病情监测、

活动及休息指导、心理疏导等。并详细记录访谈内

容及对患者健康生活行为的评估，以便下次随访时

重点讨论。

（2）家庭访视

出院后第 2 周进行首次家庭访视，此后每月 1
次，30min/ 次。①护理评估：首次访视时进行全面护

理评估，包括食盐摄入量、吸烟饮酒情况、服药情

况、心功能、CHF 知识掌握情况、家庭社会支持情

况、生活质量及情绪状况等。根据评估结果布置个

体化家庭作业，包括食盐日摄入量、运动情况、体

质量及不适症状情况记录，同时预约下次随访时间、

制定后续家庭访视干预措施。②用药指导：评价患者

是否有不良服药习惯，核查其服药种类、时间、剂

量及方法等，嘱其严格遵医嘱服药。介绍所服药物

名称、药理作用、可能不良反应及用药注意事项。

③功能锻炼：指导患者掌握呼吸功能训练方法，如

缩唇呼吸、腹式深呼吸等，以增强心肺功能并提高

运动耐力。训练安排在餐后 2h，20 次 / 组，3 组 /d。

⑤运动指导：根据患者的心功能制定个性化运动计

划，心功能Ⅱ级者不限制活动，制定运动处方，室

外步行 500～1000m/ 次，1～2 次 /d；上下 1～2 层楼

梯，10～20min/ 次，1～2 次 /d。独立完成站立沐浴、

气功、打太极等日常生活活动锻炼。Ⅲ级患者适当

限制活动，仅完成床旁或室内步行，5～15min/ 次，

2～3 次 /d，并在家属帮助下完成坐式沐浴、坐椅、

就餐及如厕等日常生活活动；Ⅳ级者绝对卧床休息，

予以关节被动活动及按摩，5～10min/ 次，1～2 次

/d，视病情康复情况逐渐延长时间，并在家属协助

下完成创伤翻身、擦浴、大小便及进食等。⑥症状

监测：向患者及其家属讲解 CHF 危险因素，强化其

对 CHF 症状的自我监测以及识别能力，一旦发现呼

吸困难、全身乏力、肢体疲倦、水肿、恶心呕吐及

夜咳等症状时立即就诊。⑦饮食指导：评估患者的

饮食习惯、体重等，制定个性化饮食计划。嘱患者

遵循少量多餐原则，每餐仅 8 分饱，饮食清淡且易

于消化，避免高脂、高胆固醇、高糖、高盐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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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熏制、腌制及罐头等高钠含量食物。严格限制

食盐摄入量，心功能Ⅱ级者摄入量 <5g/d，Ⅲ级者

<2.5g/d，Ⅳ级者禁盐或摄入量 <1g/d。合理控制饮水

量，宜 1500～2000mL/d。嘱患者戒烟酒、控制体重、

避免熬夜等。

（3）门诊随访

每 2 个月到院门诊复查 1 次，共复查 3 次。由

心血管内科医师根据随访结果及各项检查结果调整

药物治疗方案。对于由于医疗费用因素而影响服药

依从性患者，积极与医生沟通，更换等效价低的药

物，使其乐于接受之治疗。

（4）认知干预

每 2 个 月 组 织 开 展 1 次 健 康 知 识 讲 座 ，

45～60min/ 次，共 3 次健康讲座。健康讲座内容包

括 CHF 发病危险因素、主要症状、症状识别与管理、

饮食管理、服药管理、居家环境管理、运动休息管

理、情绪管理、社区医疗资源利用等，并将授课内

容编制成册发放给患者。授课过程中积极与患者互

动，耐心解答其疑问，并就部分操作进行患者随机

示范和纠正指导。

1.3　观察指标

出院前及出院后 6 个月进行以下指标评价：（1）
参照 Morisky 服药依从性量表［4］评价患者的服药依从

性，分为 5 个问题，每个问题按完全不依从、偶尔

依从、部分依从、完全依从以 1～4 分计，总分 20 分，

得分越高则依从性越好。（2）参照明尼苏达心力衰竭

生活质量量表（MLHFQ）评价生活质量，得分越高

则生活质量越好。（3）自我效能：采用一般自我效能

量表评价，总分 10-40 分，得分越高则自我效能越

好。（4）自我护理行为：参照 CHF 自我护理行为量表

评价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总分 145 分，得分越高

则自我护理能力越好。（5）心理状态：采用综合性医

院焦虑 - 抑郁量表（HAD）评价焦虑、抑郁状态，分

为焦虑亚量表（HADA）及抑郁亚量表（HADD），总

分均为 0～21 分，>8 分为存在焦虑或抑郁，得分越

高则状态越重。（6）统计出院后 3、6 个月累计再住

院率。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采用 SPSS19 .0 版统计学软件分析，以

（x±s）表示计量资料，经 t 检验；以百分率（n，％）

表示计数资料，经卡方（χ2）检验，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前后依从性及自我护理行为评分

比较

出院前两组依从性及自我护理行为评分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出院后 6 个月均显著提

高（P<0.05），而观察组改善幅度显著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1。

2.2　两组护理前后 MLHFQ 及自我效能评分

比较

出 院 前 两 组 的 各 项 评 分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出院后 6 个月 MLHFQ、一般自我效能

评分均显著提高，HADA、HADD 评分均显著降低

（P<0.05），但观察组的改善幅度显著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2。

2.3　两组再住院率比较

出院后 3 个月及 6 个月，观察组分别有 2 例

表1　两组护理前后依从性及自我护理行为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服药依从性 自我护理行为

出院前 出院6个月 出院前 出院6个月

观察组 52 12.46±2.31 17.49±3.17*# 63.45±7.89 82.89±19.12*#

对照组 52 12.32±2.29 15.63±2.64* 62.19±9.23 70.43±16.78*

注：与本组出院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2　两组护理前后MLHFQ及自我效能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MLHFQ 一般自我效能 HADA HADD

观察组 出院前 59.34±7.68 18.34±1.32 17.67±4.32 15.46±4.08

出院6个月 79.82±15.46*# 31.02±2.65*# 9.96±2.13*# 8.19±2.31*#

对照组 出院前 57.98±8.23 18.72±1.43 18.02±4.45 15.64±3.98

出院6个月 66.43±12.56* 24.43±2.17* 15.43±2.98* 12.71±2.65*

注：与本组出院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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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7 例（13.46％）再住院，对照组分别有

9 例（17.31％）、19 例（36.54％）再住院。观察组

的再住院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χ2=4.981、7.385，

P=0.026、0.007<0.05）。

3　讨论

文献报道显示，CHF 患者出院后 6 个月内复发

率高达 55％左右［5］。目前，我国对于 CHF 的医院护

理工作重点仍停留在住院护理方面，尚缺乏针对性、

个体化的院后指导，导致 CHF 患者在出院后面临的

问题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解决，复发再住院率较高。

此外，我国社区医疗护理系统尚不健全，部分 CHF

患者在出院后往往难以遵循出院时护嘱，加之出院

后生活环境改变，患者难以正确运用住院期间所学

自我护理知识，进一步影响了其院后康复及生活质

量。因此，我国 CHF 患者对于医院到家庭的延续护

理的需求较高。

延续性护理是一种针对患者所处不同健康照护

场所而设计的连续性、协作性护理模式，通常是指

医院至家庭的护理服务延续，包括出院计划的制定、

转诊、院后持续随访以及指导等［6］。延续性护理充

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护理管理理念和现代优质护理

服务理念，能够实现医护人员、患者及其家属的三

方协作，确保医疗服务的及时性、主动性、专业性、

全面性与连续性，更加满足患者的需求［1］。随访内

容、频次及沟通技巧是院后随访质量的客观体现，

延续性护理相较于传统随访护理而言内容更为细致

周到，能够及时发现并处理患者在院后生活中面临

的困难或问题，并及时纠正患者的错误认知以及不

良生活行为方式。同时，随着随访频次的增加，患

者对于医护人员的信任感与配合度也将随之增加，

更有利于改善护患沟通及护理配合度。李铁等［7］研

究表明，科学有效的院外护理干预能够改善 CHD 患

者的心功能以及临床预后。王素珍等［8］研究显示，

院后心理护理能够明显改善患者的心理状况，帮助

其尽快适应、回归和融入社会，这是现代舒适护理

所追求的最终目标。蔡琼兰等［9］对 CHD 患者采取电

话式延续性护理，患者的依从性及生活质量均获得

显著性提高，且其改善幅度明显优于传统护理。

本研究通过门诊随访、电话随访、家庭访视与

健康讲座相结合的多形式干预，弥补了传统随访存

在的不足，将护理措施从医院延伸至患者的家庭，

改善护患关系，在降低 CHD 发病诱因的同时，帮

助其建立规律服药的习惯、改善生活质量及心理状

况、增强自护能力。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在干

预后服药依从性及自我护理能力均显著提高，且观

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主要是由于观察组在长期延

续性护理干预后，能够形成正确的认识与良好的自

护行为。此外，观察组护理后 MLHFQ、一般自我效

能评分均有明显提高，而 HADA、HADD 评分均显

著降低，而对照组虽有所改善，但明显不及观察组，

刘辉等［10］也获得了相似的研究结论。同时，延续性

护理能够增加与患者及其家属的沟通交流，进一步

增强患者家属对 CHD 的认识并掌握一定的生活护理

技能，从而主动督促和帮助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行

为习惯及服药治疗，在发生病情变化时能够及时将

患者送诊。本研究中，观察组出院后 3 个月、6 个

月再住院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3.85％ vs 17.31％，

13.46％ vs 36.54％），这与国内相关 meta 分析［11］一

致。因此，对 CHD 患者开展延续性护理有利于自我

护理行为的建立于巩固、生活质量的长期改善、心

理状态的改善，从而降低再住院率。

随着医疗模式的转变，发达国家多已建立起完

善的延续性护理体系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及法规。

由于我国医疗资源有限、CHD 就诊分散、社区医疗

机构对 CHD 的管理不足、患者 CHD 相关知识教育

缺乏等，导致 CHD 延续性护理管理模式在我国尚未

获得推广。本研究发现 CHD 延续性护理管理模式可

以改善患者的身心健康状态、增强其自我效能及自

我护理行为、提高服药依从性、降低再住院率，长

期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但是本研究样本量较小，

样本来源单一，下一步需要更大样本的多中心研究

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秦玉霞，李惠萍，韦学萍，等。基于医院的延续性护理

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自我护理能力的影响。中国全科医

学，2014；17（21）：2517-2520.

2. 周晓敏，芦斌，于永利，等。护理干预对于改善慢性心

力衰竭患者生活质量及抑郁状态的临床效果观察。国际

精神病学杂志，2016；43（1）：186-189.

3.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

员会。中国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 2014。中华心血管

病杂志，2014；42（2）：98-122.

4. 李坤，梁会营，李恂，等。Morisky 问卷应用于社区高血

压患者服药依从性评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中华高血压

杂志，2010；18（11）：1067-1069.

5. 丁琳 王影 潘丽，等。“321”健康教育模式对慢性心力衰

下转第 76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