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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重复测量统计分析方法评价高血压
自我管理的效果
高俊岭扬春朱美英傅华

【摘要】

目的探讨重复测量统计分析方法在评价社区高血压自我管理效果中的应用。方法

采用以社区为基础的平行对照试验设计。干预组共有１６９例患者接受自我管理课程，对照组共有
２０４例患者接受三级管理。然后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比较项目实施前、实施后６个月、１２个月各指标
的变化情况。结果

单变量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干预组中健康自评、健康担忧、情绪低落、症

状管理自我效能、共性管理自我效能、收缩压、舒张压７个方面３个时间点的变化有统计学意义，且呈
线性变化趋势；其中症状管理的自我效能得分从基线时的（６．８４±２．５３）升高到干预结束１２个月后的
（８．２０±１．４４），共性管理的自我效能得分从（７．２８±２．４５）升高到（８．８９±１．０５），收缩压从（１３７．６６±
７．３０）ｍｍ Ｈｇ（１ 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降低到（１３０．４１±７．７１）ｍｍ Ｈｇ，舒张压从（８４．１３±６．７０）ｍｍ Ｈｇ

降低到（８１．０４±５．９８）ｍｍ Ｈｇ；而对照组只有情绪低落和收缩压两个方面在３个时间点的变化有统计
学意义，亦呈线性变化趋势，其中情绪低落得分从基线时（６．３７±４．５８）升高到干预结束１２个月后的
（７．１２±４．３３），收缩压从（１３７．５５±１２．３７）ｍｍ Ｈｇ降低到（１３４．０１±１１．３５）ｍｍ Ｈｇ。多变量莺复测量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两组间健康自评、健康担忧、情绪低落、疾病影响、症状管理自我效能、共性管理自
我效能、收缩压７个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且分组冈素和时间因素的交互作用对健康自评、情绪
低落、症状管理自我效能、共性管理自我效能、收缩压５个方面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重
复测量数据的方差分析不但町以分析分组效应，而且可以分析时间效应及其与分组效应的交互作用，
结果更可靠；高血压自我管理在社区是切实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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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测量数据是指每一实验单位至少接受两次

接受高血压自我管理课程，对照社区的研究对象仍

以上的不同处理，或接受相同处理后，至少在２个以

接受日常的三级管理服务。分别在干预结束后６和

上不同时间点进行测量，并获得相应次数的记录数

１２个月同时对于预小组和对照小组进行随访调查，

据…，例如干预前后对同一观察对象的多次测量。

以便评价干预效果。

由于重复测量数据间存在自相关性，不能作为独立

３．样本量：根据国内外同类研究结果进行估

的数据进行处理旧ｏ。近年来，已有不少有关重复测

计＂’８ Ｊ，设干预强度（ｅｆｆｅｃｔ ｓｉｚｅ，ＥＳ）＝０．４０，按双侧

量统计分析方法的报道，但多侧重于理论介绍，有关

ａ＝０．０５，预计达到８４％的统计效能，查统计效能表

应用实例的报道较少。另外，“慢性病的自我管理”

得出：干预社区和对照社区各１１０人，按１５％的失

作为一种有效的疾病管理模式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

访率计算，每组需１２７人。

青睐，但其效果评价方法多以干预前后观察指标的

４．干预措施：高血压自我管理健康教育课程以

差值作为统计分析变量。然而这种设立对照的前后

自我效能理论为指导，一共上６次课，每周一次，在

测量设计能否用前后差值做组间比较，是一个学术

连续６周内完成。主要内容包括：认识高血压，自

界争论３０年悬而未决的问题ｂ１。为了探索有效、可

我管理概述，目标设定与制订行动计划，如何增强自

行的社区高血压管理模式，本研究在借鉴国内外成

信，如何处理紧张、生气和担心，情绪低落的管理，疲

功经验的基础上【４。７】，在上海市松江区实施社区高血

劳的管理，放松的技巧，与人交流的技巧，解决问题

压自我管理模式，并应用重复测量数据的统计分析

的技巧，锻炼，合理膳食，戒烟，体重控制，药物合理

方法对其管理效果进行评价。

使用，血压自我监测，与医生配合等。这些内容被编

对象与方法

成阅读材料《高血压自我管理指南》旧１，作为干预内
容之一，人手一册提供给参加者。授课形式是先聘

１．对象：于２００６年６月至２００７年１２月以上海

请复旦大学专家培训志愿授课小组长，然后由志愿

市松江区中心城区所辖的三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管

小组长两两配合在社区内以小组讨论的形式组织一

理的高血压患者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个患者小组，学习如何进行高血压自我管理。６周

①年龄≥３５岁；②已证实的高血压患者，可同时伴

课程之后，要求高血压自我管理小组每月定期活动

有其他慢性病；③居住在研究社区的高血压患者。

一次。

排除标准：①严重视听障碍者；②伴有精神异常的患

５．评价指标：①血压值、ＢＭＩ；②自我效能；③健

者；③同时患有肿瘤，且近半年内接受过化疗或放疗

康状况：血压、身高、体重的测量均按相关标准进行。

者；④存在可能导致参加者不依从及失访情况者；⑤

自我效能及健康状况采用已使用过的中国版“慢性

正在参加或近３０ ｄ内参加过其他研究项目者；⑥伴

病自我管理研究测量表”进行测量，并按其标准进行

有严重躯体功能损害的中风患者。

评分‘６ｌ。

２．方法：采用以社区为基础平行对照试验设计。

６．统计学分析：所有数据均采用Ｅｐｉ Ｄａｔａ软件

首先将研究社区分为干预社区和对照社区，然后在

进行录入管理，采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统计分析软件进行

各社区通过宣传单、海报、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和居委

数据分析。一般人口学特征的比较采用ｘ２检验或

会卫生干部宣传等手段进行社区动员，登记到足够

ｔ检验；由于对每例研究对象的同一评价指标进行３

的愿意参加的患者和志愿授课小组长。基线调查之

次重复测量，故采用重复测量数据的方差分析进行

后，按照１５－－２０人一组分成若干研究小组，干预社

效果评价。另外重复测量数据的方差分析特别要求

区的研究对象不再接受三级管理而全部以小组形式

满足“球对称”假设口１。如果满足“球对称”假设则采

·８７１·

用未校正的Ｆ界值，如果不满足“球对称”假设，可

７个方面均随着时间的变化而逐步改善。而对照组

用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ｅｉｓｓｅｒ、Ｈｕｙｎｈ—Ｆｅｌｄｔ和Ｌｏｗｅｒ－ｂｏｕｎｄ

只有情绪低落和收缩压２个方面在３个时间点有统

三种方法对Ｆ界值进行校正，但以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计学意义且呈线性变化趋势，但情绪低落向差的方

Ｇｅｉｓｓｅｒ较常用…，故本研究对不满足“球对称”假设

面变化。多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健康

的观察指标均采用其进行校正。
结

果

自评、健康担优、情绪低落、疾病影响、症状管理自我
效能、共性管理自我效能、收缩压７个方面在两组间
有统计学意义，而且健康自评、情绪低落、症状管理

１．一般情况：共有３８３例参加研究，其中干预组

自我效能、共性管理自我效能、收缩压５个方面分组

１７６例，对照组２０７例，最终完成干预和随访的共有

因素和时间因素存在交互作用，但干预组各指标改

３７３例，其中干预组１６９例，对照组２０４例。失访率

善程度更明显，而对照组改善程度不明显或向相反

为２．６％，其中干预组为４．０％，对照组为１．４％。二者

方向变化，说明干预是有效的，见表２。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１２），失访原因为没时间

讨

论

参加、搬迁或不愿参加后续课程、或未能完成全部两
次随访调查。最后纳入分析的３７３例研究对象以老

治疗高血压的主要目的是降低血压水平，防止

年人为主，平均年龄（６８．４±９．５）岁，受教育年限为

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患者生活质量。虽然高血压的

８年左右。研究者中男性１８４例（４９．３％），绝大多

发生与很多因素有关，但是不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

数是汉族和已婚者，其中４６．６％的患者合并有其他

占有重要地位，患者本人在管理高血压过程中负有

慢性病，以上各人口学特征在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

重要责任。高血压自我管理是一种医患互动的疾病

意义，另外失访者与完成研究者的人口学特征差异

管理模式，患者在参加自我管理课程的过程中，不但

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可以学到自我管理的知识和技能，而且可以得到同

表１

研究对象的一般人口学特征

伴、医生的支持，从而不断提高自信心，建立健康的
行为生活方式，为有效控制血压提供前提条件。
重复测量数据由于各测量时间数据间的自相关
性，而不适合用常规的方差分析方法。应用重复测
量数据的方差分析不但可以评价各指标随时间的变
化情况，而且可以评价干预效果及干预与时间的交
互作用，所得结果更为客观、准确。本文结果表明，
干预组中１１项观察指标有７项（健康自评、健康担
忧、情绪低落、症状管理自我效能、共性管理自我效
能、收缩压、舒张压）随着时间的变化逐渐改善，而对
照组只有情绪低落和收缩压２项随着时间在变化，
且情绪越来越低落。另外组间比较发现：健康自评、
健康担忧、情绪低落、疾病影响、症状管理自我效能、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共性管理自我效能、收缩压７个方面在两组间有统

２．效果指标的重复测量分析结果：首先对两组

计学意义，虽然健康自评、情绪低落、症状管理自我

各观察指标进行单因素（时间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

效能、共性管理自我效能、收缩压５个方面干预因素

分析，评价两组各指标随时间的变化情况，然后进行

和时间因素存在交互作用，但干预组各指标改善程

多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评价分组效应及分组

度更明显，而对照组改善程度不明显或向相反方向

与时间的交互效应。单因素重复测量分析结果显

变化，这一结果与Ｓｉｕ等¨驯用运重复测量的分析方

示：干预组中健康自评、健康担忧、情绪低落、症状

法评价的慢性病自我管理结果部分一致。虽然本文

管理自我效能、共性管理自我效能、收缩压、舒张压

所用统计分析方法与其他类似研究不同［４‘７ｌ，但研究

７个方面３个时间点的变化有统计学意义；同时变

结果基本一致，说明干预是有效的，而且这种效果在

化趋势的线性拟合检验也有统计学意义，可认为这

干预结束１年后仍存在。

表２

干预组和对照组各观察指标的重复测量分析结果（孟±ｓ）

注：４线性拟合检验Ｐ＜０．０５；健康自评（１～５＋＝越好）；精力得分（０－５十＝越好）；健康担忧（Ｏ～５＋＝越好）；躯体功能（Ｏ～３＋＝越
好）；疾病影响（１３－－９１＋＝越好）；情绪低落（０－３０●＝越好）；症状管理自我效能（１～１０十＝越好）；共性管理自我效能（１～１０十＝越好）

本文中应用运重复测量数据方差分析的统计分
析方法，以三级管理模式为对照，评价了高血压自我
管理模式的效果。结果显示，高血压自我管理可以
提高患者的健康水平、做事的自信心，降低血压水
平，表明高血压自我管理在本社区是切实可行的，但
今后要注重研究如何将这种有效的管理模式与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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