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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流行病学·

健康教育对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
肺功能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陈炼张国林林少姗杨路敏邱秋裕

【摘要】

目的探讨健康教育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ｃＯＰＤ）稳定期患者肺功能和生活质量的影

响。方法１１７例稳定期ｃＯＰＤ患者随机分为４组，其中Ｉ组３１例、Ⅱ组２６例、Ⅲ组２０例、ｌｖ组４０
例。Ｉ组患者不接受健康教育，Ⅱ、Ⅲ、Ⅳ组依次接受１、２、３次或３次以上系统的ｃｏＰＤ健康教育。
对比观察４组患者干预前及６个月后ＦＥｖｌ、ＦＥｖｌ％预计值、ＦＥｖｌ／Ｆｖｃ和生活质量评分（ＳＧＲＱ评

分）。结果健康教育对延缓稳定期ｃｏＰＤ患者ＦＥＶｌ、ＦＥＶｌ％预计值以及ＦＥｖｌ／ＦＶｃ下降有明显
作用，Ⅱ、ｍ、Ⅳ组优于Ｉ组（Ｐ＜０ ０５），Ⅲ、Ⅳ组优于Ｉ、Ⅱ组（Ｐ＜Ｏ．０５）。同时对稳定期ｃ。ＰＤ患者
生活质量指数（ｓＧＲＱ分值）升高有明显作用，Ⅱ、Ⅲ、Ⅳ组优于Ｉ组（Ｐ＜０．０５），Ⅲ、Ⅳ组优于Ｉ、Ⅱ组

（Ｐ＜０．０５）。结论健康教育能明显延缓稳定期∞ＰＤ患者肺功能和生活质量下降。
【关键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功能；健康教育；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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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ＣＯＰＤ）是一种具有气流受
限特征的疾病，气流受限不完全可逆，呈进行性发
展，与肺部对有害气体或有害颗粒的异常炎症的反
应有关。最新流行病学调查表明，在４０岁以上人群

ｃｏＰＤ患者肺功能和生活质量下降的作用，收到良

好的效果。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对象与方法

中，ｃｏＰＤ患病率已高达８％～１０％，我国ｃｏＰＤ患

１一般资料：病例均为２００２年６月至２００４年

者多达７０００万例，每年有５００万至１１００万人因

６月间广东省人民医院老年科门诊患者，计划观察

ｃ０ＰＤ致残，超过１００万例死亡。然而，该病在人群

２００例，依照随机数字法随机分为４组，每组５０例。

中知晓率低，漏诊率高，确诊时问晚，就诊者多为急

去除脱落与剔除病例，实际完成观察１１７例，其中Ｉ

性发作期，且多数已为中度乃至重度以上者。该病

组３１例、Ⅱ组２６例、Ⅲ组２０例、Ⅳ组４０例。男性

目前尚无特效疗法，难以控制其病情发展。我们采

３１例，女性８６例；年龄４５～８８岁（６８．２岁±８．５岁）；

用规范的健康教育的方法，观察该法对延缓稳定期

文化水平初中以下者１９例，高中３６例，大专以上

基金项目：广东省科学技术研究基金资助项目（Ａ２００２００７）
作者单位：５１００８０广州，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老年医学研究所

６２例。所有ｃＯＰＤ病例诊断符合２００２年《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的诊断标准“ｏ。ｃｏＰＤ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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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轻度５１例，中度３３例，重度３３例，均为稳定期患

健康教育对各组患者肺功能ＦＥｖｌ影响的比较在±，）

者。所有患者排除严重心、肝、肾及神经系统疾病，

无其他肺部疾病。所有患者对ｃｏＰＤ完全不了解
或仅有肤浅认识，均未依照ｃＯＰＤ要求规范用药以
及进行规范呼吸康复训练。４组患者在年龄、性别、

受教育程度、对ｃＯｐＤ的认知程度上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具有可比性。

＊根据十预前均数１ ４３调粘后的数值；＃与Ｉ组比较，Ｐ＜

２．健康教育方法：以患者俱乐部——“ｃｏＰＤ活
动之家”为平台，以老年门诊为教育基地，采用专题

０

０５；△与Ⅱ组比较，Ｐ＜０ＩＪ５

表２

健康教育对各组患者肺功能Ｆ１Ⅳｌ百分数
影响的比较（ｊ±ｓ）

授课、提问、答题、发放宣传资料、问卷调查、电话追
踪监测、出版专题健康教育栏、大型咨询联谊、义诊

分组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后（调整）＋￡值

Ｐ值

以及免费检测等手段进行健康教育，让患者了解
Ｃ（）ＰＤ的定义、流行病学、高危因素、诊断、分级、治

疗、预防以及康复等内容。１次系统的健康教育约
持续２周。Ｉ组患者不进行健康教育，Ⅱ组患者进
行１次系统的健康教育，Ⅲ、Ⅳ组依次进行２、３次系

＊根据干预前均数６０ ９３调整后的数值；＃△同表ｌ

表３

统的健康教育。

健康教育对各组患者肺功能ＦＥｖｌ／Ｆｖｃ％
影响的比较（章±ｓ）

３．观察内容与方法：健康教育前及结束后６个

月，进行肺通气功能指标ＦＥｖｌ、ＦＥｖｌ％预计值、

分组侧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后（调整）＋￡值

Ｐ值

ＦＥｖｌ／Ｆｖｃ检测和生活质量评分（ｓＧＲＱ评分）。①

肺功能指标检测：所有患者的肺通气功能测定均由
专人负责，依照美国胸科协会（ＡＴＳ）的肺功能测定
标准进行质控“１。指标测定均为间隔３ ｍｉｎ重复３
次取最佳值。②ｓＧＲＱ评分：方法参考ｓｔ Ｇｅｏｒｇｅ呼
吸问卷（ｓＧＲＱ）进行”ｏ，由专人负责。

＊根据干预前均散７１ ３５调整后的数值；＃△同表１

表４

健康教育对各组患者ＳＧＲＱ影响的比较（ｚ±５）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统计学软件进

行统计分析，定量数据用孟±ｓ表示，各组干预前后
采用￡检验，于预前组间比较采用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干预后比较采用协方差分析，以干预前变
量为协变量。
＊根据十抽前均数１８．８】调整后的数值：＃△ｌ司表１

结

果

与危害等认识不足，常常不能做到早期发现和接受

１．健康教育对ｃｏＰＤ患者肺功能的影响：

系统正规的治疗。ｃＯＰＤ尚无特效的治疗药物与方

（１）对。。ＰＤ患者肺功能ＦＥｖｌ的影响：见表１。

法，事实上，现有的药物与治疗方法都不能阻止

（２）对㈣患者肺功能ＦＥｖｌ百分数的影响：见

ｃＯＰＤ患者肺功能下降的趋势”ｊ。
ｃ０ＰＤ稳定期是肺功能恢复的有利时机，采用

表２。

（３）对００ＰＤ患者肺功能ＦＥｖｌ／Ｆｖｃ％的影响：见
表３。

适当的治疗措施可以延缓肺功能下降，提高生活质
量。我们认为，患者的认知与配合，规范的用药与健

２健康教育对Ｃ。ｐＤ患者ＳＧＲＱ的影响：见表４。
讨

论

康的生活方式是延缓稳定期ＣＯＰＤ患者肺功能与

生活质量下降的有力保障。为此，我们以系统的健
康教育为手段，通过专题授课、发放宣传资料、电话

ｃｏＰＤ是一种不完全可逆、进行性发展的慢性

追踪监测、出版专题健康教育栏等手段，让患者了解

肺部疾病。由于患者对ｃｏＰＤ发病机制、危险因素

ｃＯＰＤ的概念、危害、高危因素以及康复等内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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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起规范服药和坚持呼吸康复切ｌ练等行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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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江苏省昆山市人口老龄化及危险因素改变
对糖尿病死亡率的影响
沙汝明
４垒人口数据分析：ｆ９８Ｉ—ｊ９８３年至２００ｌ

江苏省昆山市１９８ｌ一２００３年糖尿病死亡率变化较大，

２００３年糖

其原因有两方面：２２年前后危险因索的变化和人口的老龄

尿病死亡率上升５ ００／Ｌｏ万（总效应），其中人口老龄化占总

化。定量判断这两个方面对糖尿病死亡率变化的影响，对正

效应的８５ ６０％，危险固素仅占１４．４ｌ】％。

确评价危险固素的作用及其强弱变化趋势，并预测人口老龄

昆山市２２年前后糖尿病死亡率上升５ ００／１０万
（１４７ ９３％）。这一结果取决于人口老龄化及危险因素综合作

化后糖尿病死亡率的变化趋势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人口椅成及糖尿病平均死亡年龄比较：１９８ｌ—ｉ９８３年

用：ｉ９８Ｉ—１９８３年至２００ｉ一２００３年前后２２年间，昆山市居民
１９８３年的８ １６％上升

与２０叭一２００３年人口构成变化很大，１９８１一１９８３年老龄人

人口构成变化很大，老年系数由１９８１

口（≥６０岁）占总人口的８ １６％（１３０ ２８４／１ ５９６ ８７７），而

至２００ｌ一２００３年的１６ ５１％，提示昆山市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２００３年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１６．５１％（２９９ ５０２／

２００１

结果提示：老龄化是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糖尿病死亡率比１９８ｌ

２７８）。１９８】１９８３年糖尿病平均死亡年龄５４．０７岁，

１９８３年提高的主要趋动力。按全人口分析，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糖

２００３年糖尿病平均

尿病死亡率比１９８ｌ—１９８３年提高的８５ ６０％主要来源于人口

１ ８１４

其中男性４９ ７２岁，女性５８．４３岁．２００Ｉ

老龄化，而危险因素占１４ ４０％。分性别分析：男性２００ｌ一２加３

死亡年龄６８ ８８岁，其中男性６６ ６８岁，女性７０．６２岁。
２００３年糖尿病死亡率变化：

年糖尿病死亡率比１９８ｌ—１９８３年提高的９７ ０４％主要来源于

１９８ｌ一２００３年２２年前后糖屎病死亡率变化很大（表１），糖

人口老龄化．而危险因素仅占２ ９６％；女性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糖尿

尿病死亡率上升５ ００／１０万（１４７ ９３％），其中男性糖尿病死

病死亡率比１９８ｌ

亡率上升４ ０６／ｌＯ万（１２０ ８３％），女性糖尿病死亡率上升

龄化，而危险因素占２３ ９５％。相比而言，男性的老龄化所占

５ ９３／１０万（１７４ ４１％）。

效应比例比女性高，而女性的危险因素所占效应比例比男性

２

１９８ｌ一１９８３年至２０叭

１９８３年提高的７６．０５％主要来源于人口老

３分性别分析：１９８１一１９８３年至２００ｌ一２００３年男性糖

高。其原因有待今后进一步探讨。昆山市１９８１一１９８３年糖尿

尿病死亡率上升４ ０６／ｌＯ万（总效应），其中人口老龄化占总

病平均死亡年龄为５４ ０７岁，其中男性４９ ７２岁，女性５８ ４３岁；

效应的９７ ０４％，危险因素仅占２ ９６％；女性糖尿病死亡率上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糖尿病平均死亡年龄６８ ８８岁，其中男性６６．６８

升５ ９３／１０万（总效应），其中人日老龄化占总效应的

岁．女性７０．６２岁。提示：糖尿病平均死亡年龄有上升趋势，这

７６．０５％，危险因素仅占２３．９５％。

可能与预防及卫生条件提高等有关。

表１

ｉ———ｉ———，——ｉｊｒ—］ｆ７——可ｆ７河ｉ可——，ｊ－而‘币币Ｆ葡

性别
男

室
宣盐

１９８１一１９８３年和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江苏省昆山市糖尿病死亡率比较

————恿效应

３

人口老龄化效应（％）

３６

７．４２

３ ４８

４ ０６

３ ９４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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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

危险因素效应（％）

０

１２

２ ９６

！：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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