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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我效能理论的自我管理对哮喘患儿心理状况及自我管理行为的影响

张晓静 1 、 李　林 1 、 位利纳 1 、 段逢鑫 1 、 艾纪邈 2 、 史　敏 3

【摘要】目的　观察基于自我效能理论的自我管理对哮喘患儿的哮喘控制效果、心理状况及自我

管理行为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8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93 例哮喘患儿作为研究对

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 46 例患者给予常规治疗和管理方案，观察组 47

例患者给予以自我效能理论为指导的自我管理方案进行干预。6 个月后，对比两组患儿干预前后儿

童哮喘控制测试问卷（C-ACT）评分、第 1s 用力呼吸容积（FEV1）、最大呼气峰流速度（PEF）、汉密

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儿童社交焦虑量表（SASC）评分

和自我管理行为量表评分。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患儿的 C-ACT 评分、FEV1％和 PEF％均明显高

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患儿的 HAMA、HAMD 和 SASC 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

组患儿的自我管理行为量表的各项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基于自我效能理论的自

我管理能够明显提高哮喘患儿的哮喘控制效果，改善其焦虑、抑郁情绪，增强自我管理能力，值得

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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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elf-management based on self-efficacy theory on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self-management 
behavior of children with asthma　　ZHANG Xiaojing，LI Lin，WEI Lina，et al.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Henan 
No.2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Xinzheng 54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self-management based on self-efficacy theory on asthma control 

effect，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self-management behavior of children with asthma. Methods　A total of 93 children 

with asthma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8 to June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46 cases）were given routine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scheme，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47 cases）were 

given self-management scheme guided by the self-efficacy theory. After 6 months，the asthma control test question-

naire for children（C-ACT）score，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FEV1），peakexpiratory flow rate（PEF），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score，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social anxiety scale for children（SASC）

and self-management behavior scale score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the C-ACT score，FEV1％ and PEF％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HAMA，HAMD and SASC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

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cores of self-management behavior scal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Self-management based on 

self-efficacy theor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asthma control effect of children with asthma，improve their anxiety 

and depression，and enhance their self-management ability，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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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哮喘是常见的小儿呼吸道疾病，主要表现

为反复发作性咳嗽，喘鸣和呼吸困难，常在夜间或

凌晨发作或加剧，是一种以慢性气道炎症和气道高

反应性为特征的异质性疾病［1］。根据临床表现可分

为急性发作期、慢性缓解期和临床缓解期，其发病

机制较为复杂，目前认为与免疫、遗传、环境、神

经及内分泌等多种因素有关。有统计显示，我国城

市 14 岁以下的小儿哮喘发病率约为 3％左右，其中

大多数在 5 岁之前发病［2］。急性发作期的患儿在治

疗上主要是快速缓解症状，而慢性持续期主要以避

免接触诱发因素、遵医嘱用药等为主，但是效果不

太理想。目前，国内在不断提高自身规范化治疗水

平的同时，将自我效能的理论更多的应用于多种慢

性疾病的干预，其效果明显。因此，本文旨在探讨

以自我效能理论为指导的自我管理对哮喘患儿心理

状况及自我管理行为的影响，现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6 月～2020 年 6 月期间我院收治

的 93 例哮喘患儿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患

儿符合小儿哮喘的诊断标准［3］，并处于慢性持续期；

（2）年龄在 4～15 岁；（3）经患儿家长同意并签署

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合并有其它系统严重

疾病者；（2）有先天性支气管畸形患者；（3）患儿抵

触强烈，不能配合观察者。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

会批准。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 46 例和观察

组 47 例。对照组男 24 例，女 22 例，年龄 4.3～14.2
岁，平均（7.83±1.24）岁，病程 2.5～32.6 月，平

均（11.03±2.37）月，疾病程度：中度 20 例，轻度

26 例；观察组男 25 例，女 22 例，年龄 4.1～14.6
岁，平均（7.89±1.26）岁，病程 2.2～33.4 月，平

均（11.17±2.41）月，疾病程度：中度 22 例，轻度

25 例。两组患儿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儿给予常规治疗和管理方案：患儿每个

月电话随访一次，每 3 个月进行门诊复诊，其内容

包括患儿服药情况、肺功能检查、评估病情、给予

更合理的用药方案。注意隔绝过敏原，减少发病几

率；对患儿进行心理疏导，指导患儿正确认识疾病，

消除孩子的恐惧心理；均衡饮食，适量运动，以增强

患儿免疫力，注意天气变化，以免触发疾病。

观察组患儿在对照组干预的基础上给予自我效

能理论指导下的自我管理：影响自我效能的因素主要

有直接经验、替代经验、言语劝说、情绪唤醒四个

方面，将哮喘相关知识合理的分配到四个先关因素

里面主要内容包括：指导患儿学习腹式呼吸和药物的

正确吸入，确保患儿掌握，指导患儿记录发病情况

并于下次复诊时交于大夫，帮助大夫掌握发病的具

体情况；将疾病相关知识制作成具体的图片式手册，

并将其他患儿的治疗经验分享给患儿及其家长；鼓励

患儿进行自我管理，并且经常复习学习内容，记录

自我管理的成效，同时记录疾病控制情况，鼓励患

儿坚持自我管理；给予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缓解患

儿心理压力，从而改善其不良心理状态。

1.3　观察指标

（1）采用儿童哮喘控制测试问卷（C-ACT）［4］评

估患儿干预前后的哮喘控制水平：包括 7 个问题，总

分为 27 分，最后每题得分相加越高提示控制效果

越好。（2）测量干预前后患儿的第 1s 用力呼吸容积

（FEV1）和和最大呼气峰流速度（PEF），并计算出

两项占预计值的百分比（FEV1％和 PEF％）。（3）采

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5］和儿童社交焦虑量表（SASC）［6］评分评估

患儿干预前后心理状况：HAMD 量表包括 24 项，采

用 0-4 级的 5 级评分法，总分 <8 分提示患者无抑郁

症状，>20 分提示患者有抑郁症状。分数越高，提

示患者抑郁情绪越严重；HAMA 量表包括 14 个项目，

采用 0-4 级的 5 级评分法，≥ 14 分，表示肯定有焦

虑，21 分以上为重度焦虑。SASC 量表包括 9 项，每

项得分 0、1、2 分，最后各项得分相加，总分越高

提示社交焦虑越严重。（4）采用自我管理行为量表［7］

评分评估患儿干预前后自我管理行为：包括日常生活

管理、疾病医学管理和社会心理管理 3 个方面，包

括 34 个小项，每项得分为 1-5 分，得分越高提示自

我管理能力越强。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

用（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 n（％）表示，

采用 χ2 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干预前后的哮喘控制效果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儿的 C-ACT 评分、FEV1％和

PEF％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

两组患儿的 C-ACT 评分、FEV1％和 PEF％均均较

前升高，且观察组患儿的 C-ACT 评分、FEV1％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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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小儿哮喘急性发作期以反复发作的喘息、咳嗽、

气促、胸闷等为主要临床表现，典型表现是发作性

伴有哮鸣音的呼气性呼吸困难［8］，其发作的诱因主

要为接触过敏原、呼吸道感染、运动、季节变化以

及情绪改变等。大多数儿童哮喘是由过敏原致机体

产生变态反应和慢性气道炎症，除此以外，哮喘的

发病还与遗传、精神、内分泌等因素有密切关系。

自我效能理论是上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用以解

释在特殊情景下动机产生的原因，是个人对自己完

成某方面工作能力的主观评估，它将直接影响到一

个人的行为动机［9］。自我效能感主要通过增加个体

对成功的体验、增加替代性经验、言语说服三个途

径来培养［10］。自我效能感会影响人类的行为、面对

困难时的决定和人的情绪状态，这些都会影响人们

在行动前对自身完成该活动有效性的主观评价，而

PEF％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儿干预前后的 HAMA、HAMD 和

SASC 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儿的 HAMA、HAMD 和 SASC

评分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

组患儿的 HAMA、HAMD 和 SASC 评分较前降低，且

观察组患儿的 HAMA、HAMD 和 SASC 评分明显低于

对照组（P<0.05），见表 2。

2.3　两组患儿干预前后的自我管理行为量表评

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儿的日常生活管理、疾病医学

管理、社会心理管理评分和总分的对比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儿的日常生活管

理、疾病医学管理、社会心理管理评分和总分较前

明显升高，且观察组患儿的自我管理行为量表各项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1　两组患儿干预前后的哮喘控制效果比较（x±s）

组别 例数
C-ACT（分） FEV1％ PEF％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46 19.68±4.26 21.94±4.65● 78.16±9.35 84.61±10.15● 72.84±8.86 80.97±10.36●

观察组 47 19.27±4.23 24.73±5.16● 77.59±9.14 91.56±10.37● 72.35±8.51 87.15±10.72●

t 0.4657 2.7373 0.2973 3.2655 0.2720 2.8261

P 0.3213 0.0037 0.3835 0.0008 0.3931 0.0029

注：与干预前对比，●P<0.05

表2　两组患儿干预前后的HAMA、HAMD和SASC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HAMA HAMD SASC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46 16.47±3.64 9.43±1.45▲ 23.17±4.82 11.83±2.75▲ 12.43±3.41 7.46±1.12▲

观察组 47 16.76±3.82 6.72±1.26▲ 23.58±4.91 8.62±2.14▲ 12.67±3.53 5.97±1.03▲

t 0.3747 9.6269 0.4063 6.2899 0.3334 6.6801

P 0.3544 0.0000 0.3427 0.0000 0.3698 0.0000

注：与干预前对比，▲P<0.05

表3　两组患儿干预前后的自我管理行为量表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日常生活管理 疾病医学管理 社会心理管理 总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46 22.57±4.67 26.68±4.89★ 61.74±6.82 69.14±7.62★ 30.16±4.17 36.53±4.61★ 118.56±9.16 130.48±9.85★

观察组 47 22.28±4.54 28.96±5.03★ 61.38±6.74 73.83±7.85★ 29.86±4.11 40.81±4.86★ 117.84±8.86 142.27±10.36★

t 0.3037 2.2158 0.2560 2.9164 0.3494 4.3554 0.3853 5.6222

P 0.3810 0.0146 0.3993 0.0022 0.3638 0.0000 0.3505 0.0000

注：与干预前对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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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对后续的行为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哮喘控制效果是对病情控制好坏的客观评价，

可通过 C-ACT 评分、FEV1％和 PEF％反映出来。本

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儿的 C-ACT 评分、FEV1％

和 PEF％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提示通过基

于自我效能理论的自我管理可以有效提高哮喘患儿

的哮喘控制效果。基于自我效能理论的自我管理可

以从心理上提高患儿控制疾病发作的信心，从而更

加有效的配合治疗，进一步提高疾病的控制效果。

与韩静等［11］研究结果一致。

由于疾病的影响患儿会产生恐惧心理，从而导

致心理上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HAMA、HAMD 和

SASC 评分能客观反映患儿的心理问题程度。本研究

结果显示，观察组患儿的 HAMA、HAMD 和 SASC 评

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提示基于自我效能理

论的自我管理能有效缓解哮喘患儿的焦虑、抑郁情

绪。通过增加个体对成功的体验、增加替代性经验

和言语说服，患儿自我效能感明显提高，增加患儿

对疾病的认识，同时增强了患儿战胜疾病的信心，

从而有效缓解其心理压力，减轻焦虑和抑郁情绪。

周晖［12］观察以情景游戏为中心的干预对哮喘患儿心

理发育的影响，虽然两者所用的方法不尽相同，但

都是通过提高患儿对疾病的认识和战胜疾病的信心，

从而达到解决哮喘患儿心理问题的目的。

自我管理能力是指自己对自己的控制能力，普

遍运用于减少不良行为的评价中，健康的自我管

理是指在医学领域针对个体或群体的身心健康管

理。自我管理行为量表评分可以客观反映哮喘患儿

的自我管理能力。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后观察组

患儿的自我管理行为量表各项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提示基于自我效能理论的自我管理能够

明显提高哮喘患儿的自我管理能力。基于自我效能

理论的自我管理可以通过提高自信心，更加客观、

清楚的认识疾病，从而提高战胜疾病的信心，减少

不良行为的出现。李皎［13］观察系统化家庭干预对哮

喘患儿自我管理能力的影响，也是通过提高患儿对

疾病的认识和战胜疾病的自信心，达到提高自我管

理能力的目的，与作者观察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基于自我效能理论的自我管理能够

明显提高哮喘患儿的哮喘控制效果，改善其焦虑、

抑郁情绪，增自我管理能力，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 蔡春琼，经廷森 . 儿童支气管哮喘治疗的研究进展［J］. 医

学综述，2020，26（5）：970-974.

2. 任利 . 护理干预对家庭雾化治疗小儿支气管哮喘的影响

［J］. 中国药物与临床，2020，20（5）：862-863.

3. 胡德玉，尚迎春，滕玉凤 . 固本平喘膏联合布地奈德和沙

丁胺醇治疗小儿支气管哮喘的临床疗效及机制［J］. 中南医

学科学杂志，2020，48（4）：422-424.

4. 唐燕萍 . 家长及患儿全面健康教育对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

息儿病情控制的作用［J］. 中国妇幼保健，2020，35（12）：

2163-2165.

5. 梁红玉，王永强，李会仙，等 . 重症肺炎患儿护理中开

展出院健康教育计划模式临床效果观察［J］. 河北医药，

2018，40（18）：2862-2865.

6. 张伟东，王幸丽，杨红，等 . 重症哮喘患儿社交焦虑现状

调查及 logistics 回归分析［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0，

28（3）：363-367.

7. 王利维，俞群，周立 . 知信行理论在学龄期哮喘儿童自我

管理行为干预中的应用［J］. 解放军护理杂志，2017，34
（7）：32-35.

8. 付克功 . 小儿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临床特征及其发病影响因

素分析［J］. 中国妇幼保健，2020，35（3）：483-486.

9. 康琼芳，卢惠娟，吴敏，等 . 化疗患儿照顾者自我效能

感量表的研制及信效度检验［J］. 护理学杂志，2020，35
（13）：9-12.

10. 汪红玲，朱振云，易君丽 . 动机性访谈对 1 型糖尿病患

儿自我效能及血糖的影响［J］. 上海护理，2019，19（9）：

7-12.

11. 韩静 . 自我效能理论为指导的自我管理在哮喘儿童中的

应用及对自我效能、心理韧性和应对方式的影响［J］. 中国

健康心理学杂志，2020，28（3）：367-373.

12. 周晖，田丹玲，郭庆梅 . 以情景游戏为中心的干预措施

对小儿哮喘患儿治疗依从性及心理发育的影响［J］. 中国健

康心理学杂志，2020，28（2）：214-217.

13. 李皎，徐莉，曹丽，等 . 系统化家庭干预改善哮喘患儿

治疗依从性及哮喘控制的效果观察［J］. 贵州医药，2018，

42（10）：1265-1267.

（收稿日期：2020 年 9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