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2018 年 第 18 卷 第 70 期 205

投稿邮箱：sjzxyx88@126.com

·健康管理·

系统化健康教育对呼吸内科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高安玲

（徐州市铜山区柳新镇卫生服务中心，江苏  徐州  221000）

0　引言

在我国经济建设高度发展的同时所带来的环境恶化尤其

是空气质量变差已越来越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身体健康，

越来越多的人群患有呼吸内科疾病，明显加大了呼吸内科医

护人员的工作压力 [1-2]。临床上常见对呼吸内科患者采用常规

健康教育来干预患者的治疗 [3-4]，但因缺乏系统化过程导致治

疗效果不尽人意，本文就系统化健康教育对呼吸内科患者生

活质量的影响进行研究观察，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研究时间为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11 月，

研究对象为我院 100 例呼吸内科患者，对其进行观察研究，

其中常规教育组及健康教育组患者各 50 例，平均年龄分别为

（48.67±12.48）岁及（48.53±12.58）岁，两组患者平均年龄、

诊断疾病及治疗方法等资料没有可比性（P>0.05）。

1.2　研究方法

1.2.1　纳入标准：①经过 X 光等影像学检测确诊患有呼吸内

科疾病的患者；②告知后自愿参与并签字同意者；③无其它

重大疾病及严重精神疾病患者。

1.2.2　干预方法：常规教育组采用常规健康教育方式进行

干预，由本院专业医护人员对患者进行一般知识教育，包

括基本疾病治疗及护理，告知患者注意事项并记录其身体

状况 [5]。健康教育组则采用系统健康教育进行干预：①一

对一健康教育：由本院专业的本科学历且工作 3 年以上的

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疾病知识讲解，包括讲解疾病发病机

制、治疗原则与方法、护理方法及日常用药、饮食与运动

等方面的相关知识；②书面健康教育：护理人员需给患者

发放健康教育宣传册，对患者常见的疑问进行解答，使患

者在日常休息时间有书面知识可以学习，对学到的知识进

行进一步的扩充与巩固；③知识健康教育：护理人员需配

合医院在显眼位置设置疾病健康知识教育宣传栏，强调突

出显眼，可以引起患者及其亲属的注意，保证宣传的知识

应该简明扼要，突出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及出现突发状

况应该如何救治的措施，明确实用性等。

1.2.3　项目观察及判定标准：①生活质量评分：主要从干预

后对两组患者日常生活、活动及身体状况进行评分，计算总

分并进行比较，得分越高说明生活质量越高。② 患者满意度：

医护人员通过收集患者对研究的满意情况进行比较。

1.3　统计学方法。采用 χ 2 检验并以例（n ）或百分比（%）

形式表示患者满意度等计数资料，采用 t 值验算来计算生活

质量等计量资料，以（ ±s）表示，计算分析软件为 SPSS 
19.0 软件，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健康教育组患者在日常生活、活动及身体状况及总分

（5.94±0.42）明显高于常规教育组（5.46±0.31）（P < 0.05）。

表 1　两组干预后生活质量得分比较（ ±s）
组别 n 日常生活 日常活动 身体健康 总分

常规教育组 50 1.28±0.15 1.26±0.28 1.34±0.23 5.46±0.31

健康教育组 50 1.76±0.28 1.55±0.57 1.62±0.56 5.94±0.42

t - 4.49 2.54 2.50 5.95

P - <0.05 <0.05 <0.05 <0.05

健康教育组患者干预后总满意度（94.00%）显著高于常

规教育组（78.00%）（P < 0.05）。

表 2　两组患者干预后满意度比较 [n（%）]

组别 n 很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常规教育组 50 12（24.00） 27（54.00） 11（22.00） 39（78.00）

健康教育组 50 24（48.00） 23（46.00） 3（6.00） 47（94.00）

P -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随着我国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及现代人群自身抵抗力下

降等诸多因素导致患有呼吸疾病的患者日益增多，如哮喘、

支气管炎等呼吸疾病患病率也与日俱增，因此对患者进行呼

吸内科疾病知识教育来减轻疾病对患者的困扰很有必要，临

床上大多数健康教育方式太过散漫，往往干预效果不理想，

大大打击对患者疾病的治疗及医护人员工作的积极性，所以

需对目前的健康教育模式进行系统化，以此来提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 [6]。

由实验结果可知，健康教育组患者在生活质量各方面的

总得分及患者满意度状况均明显好于常规教育组，系统化健

康教育干预可加强对患者疾病知识的教育，通过一对一讲解

及书面知识的重复学习都可以使患者进行多次教育，在脑海

中形成难以抹去的印象，同时通过宣传栏对患者进行日常护

理及急救知识的宣传，提升患者对疾病护理与防范，从日常

生活与活动中进行调理与改善，同时也加强了患者对自身身

体的锻炼与保养，所以健康教育组患者日常生活、活动及健

康情况均明显好于常规教育组 [7]；系统化健康教育要求高学

历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服务，提高对患者的服务质量，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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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分析系统化健康教育对呼吸内科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随机将我院选取的 100 例呼吸内科
患者分为常规教育组与健康教育组，其中常规教育组进行常规健康知识教育，健康教育组进行系统化健康知识教
育，记录干预前后患者生活质量得分及患者满意度情况。结果   健康教育组患者在日常生活、活动及身体状况及
总分（5.94±0.42）明显高于常规教育组（5.46±0.31）（P < 0.05）；健康教育组患者干预后总满意度（94.00%）
显著高于常规教育组（78.00%）（P < 0.05）。结论   系统化健康教育可以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使患者疾病向积极
的方向发展，提高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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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关于使用药物产生错误的问题。因为当前护士的基本

知识掌握的不够牢固，使得一些护士在对病人进行用药的时

候，因为不认真或者专业知识不到位，导致病人用药出现错误，

影响病人的恢复，严重会影响病人的走路等。

3.2　关于如何处理的问题

3.2.1　对于护士进行培训。因为护理人员刚刚开始从事这个

行业，可能缺乏经验以及基础知识，需要年龄大有经验的护

理对她们进行培训，对于一些处理突然事件的措施进行明确

指导。

3.2.2　对于护理加强人力资源方面的管理。因为患者的情况

一般会比较复杂，需要护士长对护理人员的排班顺序进行合

理安排，注意护理按照等级进行使用，层次高的护理护理难

护理的病人，缺乏经验的护理简单病情的患者。

3.2.3　加强对护理人员专业素质的培养。不仅需要对护理人

员进行内在素质的培养，更要加强对其专业知识的培养 [7]。

4　结论

本文主要就精神科患者的一般资料、不良事件发生的原

因、调查的结果以及关于这些情况的讨论进行了研究。可以

得出精神科患者的病情比较复杂，需要护理人员的耐心、细

心护理，对病人的病情有了解，防止病人出现各种出走以及

自杀等情况。对于不良事件的原因要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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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人性化服务对患者进行答疑解惑，加强医患之间的沟通，

提高彼此之间的信任，大大加强了患者对医护人员服务的满

意度 [8]。

综上所述，系统化健康教育可以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使

患者疾病向积极的方向发展，提高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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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高于常规组孕妇（P< 0.05）；干预组产妇自然分娩率为

81.67%，高于常规组产妇，产后出血率为 0，低于常规组产

妇（P< 0.05）。这与张良权 [5] 研究结果相符，其研究中 58
例接受孕期健康教育的产妇顺产比例为 97.9%，产后出血率

仅为 1.7%，这说明了孕期健康教育在妇产科门诊护理中的

应用效果显著，针对性的孕期健康教育能有效改善产妇妊娠

结局。

综上所述，孕期健康教育在妇产科门诊护理中的应用效

果显著，提高了孕妇对孕期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改善了产

妇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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