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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对急性
加重认知的调查
江梅马锦芳
【摘要】

目的

了解慢性阻塞性肺疾病（ＣＯＰＤ）患者对ＣＯＰＤ急性加重（ＡＥＣＯＰＤ）认知状

况，并探讨其相关因素。方法采用横断面设计，对２０１０年１一１２月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９６３例
ＣＯＰＤ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和肺功能测定，并通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筛选出患者ＡＥＣＯＰＤ认知的相关影
响因素。结果（１）ＣＯＰＤ患者问卷有效率为９４．６％（９１１／９６３）；其中男性７３８例（８１．０％），女性１７３
例（１９．０％），平均年龄（６９．２±９．１）岁；Ｉ～Ⅳ级ＣＯＰＤ患者分别有３ｌ（３．４％）、３６３（３９．８％）、３４０
（３７．３％）、１７７（１９．４％）例，其中５５４例（６０．８％）处于急性加重期；吸烟指数为（４５．６±２５．０）包年。（２）
有５７３例（６２．９％）听说过ＣＯＰＤ，５０．４％（４５９／９１１）的患者从未听过ＡＥＣＯＰＤ，即使在听说过ＣＯＰＤ
的患者中，也仅有３．４％（２０／５７３）认为自己完全了解ＡＥＣＯＰＤ。在了解ＡＥＣＯＰＤ的４５２名患者中
认为其主要症状表现为气促加重、痰量增加、脓性痰、咳嗽增加，分别占８７．２％、５９．１％、３０．５％和
３３．４％；当可能发生ＡＥＣＯＰＤ时，知道预警症状为呼吸困难、咳嗽增加、咳痰增加者分别占８７．６％、
５５．５％、４５．１％；出现ＡＥＣＯＰＤ时，７５．４％的患者选择门诊治疗。患者对再次发生ＡＥＣＯＰＤ担忧的
ＶＡＳ评分为（３７．９±１９．７）分，主要为担心症状加重（３６．７％）和肺功能下降（２９．６％）。（３）８２．７％（７５３／
９１１）的患者曾检测过肺功能，但只有３０．５％（２３０／７５３）的患者知道检测结果；６９．５％（５２３／７５３）的患
者既往诊断为ＣＯＰＤ，平均病程（７．０±６．０）年；在听说过ＡＥＣＯＰＤ的４５２例患者中，过去１年内急
性加重的次数为（４．３±４．２）次，因急性加重到医院就诊或住院的次数为（４．８±３．２）次，急性加重平
均持续时间（１．８４±２．５２）周、恢复时间（３．０９±４．２１）周，两次急性加重平均间隔时间（１３．１７±１０．９１）

周。（４）９１１例中只有１０．３％认为自己健康状况好，２１．ｏ％认为易患病，５８．４％认为健康状况变差，急
性加重期的患者比稳定期自我感觉更差。在了解ＡＥＣＯＰＤ的４５２例患者中，大部分患者（８３．２％）
认为急性加重影响工作和日常活动；９１．６％则认为急性加重影响社交活动，并有沮丧、焦虑、容易
生气等负面情绪。（５）在调整年龄、职业、吸烟状况和吸烟指数后，ＡＥＣＯＰＤ患者文化程度越高、经
济状况越好、自身ＣＯＰＤ分级越高，其行为认知状况越好；男性患者行为认知状态好于女性。结论
ＣＯＰＤ患者对ＡＥＣＯＰＤ相关知识的知晓度较低，尤其是受教育水平和经济状况较低及病情相对
较轻的患者对疾病的认知程度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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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ｓｏ ｃａｕｓｅ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ｘｉｅｔｙ，ａｎｄ ａｎｇｅｒ．

５）Ａｆｔｅｒ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ａｇｅ，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ｓｍｏｋ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ｘ。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ｓ：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ＯＰＤ ｗｅ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ＥＣＯＰ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ｆｒｏｍ ｄａｔａ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１０９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ｏｎｅｌｕｓｉｏｎ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ＡＥＣＯＰＤ．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ｒ

ａｔ

ａｍｏｎｇ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ＣＯＰＤ ｗｅｒｅ

ｐｏｏｒ

ｕｎｄ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ｌｏｗ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ｌｏｗ

ｌｏｗ ＣＯＰＤ ｓｔａｇｅ．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ｃｕｔｅ 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慢性阻塞性肺病（ＣＯＰＤ）在我国已成为一个严

剂后ＦＥＶｌ／ＦＶＣ＜７０％，并排除其他已知的气流受限

重的公共卫生问题ｎ。３。ＣＯＰＤ急性加重（ＡＥＣＯＰＤ）

疾病∞１。（至）ＣＯＰＤ稳定期：近２个月内咳嗽、咳痰和

是ＣＯＰＤ患者疾病进程中的重要事件，是患者就医

呼吸困难无明显加重。＠ＣＯＰＤ急性加重期：呼吸

和死亡的主要原因¨］。频繁发作导致ＣＯＰＤ恶化、

困难、脓痰和痰量增多症状中任何２项持续超过２

肺功能丧失和患者生活质量严重下降。因此，预防

或其中任何１项症状加重并伴有喘息、咽喉痛、咳嗽

急性加重是ＣＯＰＤ管理的重要目标之一。但是大多

和普通感冒等次要症状¨］。不吸烟定义为累计吸烟

数ＣＯＰＤ患者自我认知不足，特别是对急性加重不

史＜１包年；曾吸烟定义为已戒烟６个月；现吸烟定

能正确认识。了解ＣＯＰＤ患者对急性加重的认知，

义为目前吸烟或戒烟＜６个月。

探讨其相关影响因素，有助于在临床治疗中开展针
对性指导，增强患者依从性，达到维持病情稳定、提

４．统计学分析：利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软件建立数据
库，双录入双核对。统计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６．０软件，

高生活质量和减少医疗经费开支。目前我国尚缺少

计量资料用ｘ±ｓ或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表示，计

该方面报道，为此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广州地

数资料用频数和百分比表示。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

区ＣＯＰＤ患者对急性加重认知状况，并探讨其相关

用￡检验、秩和检验和方差分析，计数资料组间比较

影响因素，为ＡＥＣＯＰＤ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采用ｆ检验或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多因素分析采用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选择２０１０年１—１２月在广州呼吸
疾病研究所门诊或住院的ＣＯＰＤ患者。
２．研究方法：采用自制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

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一般资料：共调查９６３例ＣＯＰＤ患者，其中

患者一般资料、对疾病和急性加重的认知、患者疾病

９１１例问卷有效，有效率为９４．６％（９１１／９６３）。９１１例
患者中男性７３８例（８１．０％），女性１７３例（１９．０％）；平

和治疗相关情况、ＣＯＰＤ和ＡＥＣＯＰＤ对生活的影

均年龄为（６９．２±９．１）岁；Ｉ～Ⅳ级ＣＯＰＤ患者分别

响。所有调查人员均进行统一培训。

有３１（３．４％）、３６３（３９．８％）、３４０（３７．３％）、１７７（１９．４％）

３．诊断标准及定义：（１）ＣＯＰＤ：吸人支气管舒张

例，其中５５４例（６０．８％）处于急性加重期；初中及以

·１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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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幽

下文化程度者５６６例（６２．１％）；经济收．Ａ．＜、４０００元者

即使在听说过ＣＯＰＤ的患者中，认为自己完全了解

７６５例（８４．０％）；现吸烟２００例（２２．０％），戒烟４８１例

ＡＥＣＯＰＤ者仅有３．４％（２０／５７３），其他人只是部分了

（５２．８％），不吸烟２３０例（２５．２％）；吸烟指数为

解。在了解ＡＥＣＯＰＤ的４５２例患者中，认为

（４５．６±２５．０）包年。与稳定期患者相比，急性加重期

ＡＥＣＯＰＤ主要表现为气促加重、痰量增加、脓性痰、

患者年龄较大、吸烟指数和疾病分级严重程度较高

咳嗽增加分别占８７．２％、５９．１％、３０．５％和３３．４％；知晓

（表１）。

其预警症状为呼吸困难、咳嗽增加、咳痰增加分别占
表１不同临床期ＣＯＰＤ患者的一般特征

８７．６％、５５．５％、４５．１％；出现ＡＥＣＯＰＤ时，有７５．４％的

患者选择门诊治疗。采用视觉模拟评分（ＶＡＳ评分，
其中０分为非常担忧，１００分为一点也不担忧），患者
评价对发生下一次急性加重时的担忧程度为
（３７．９±１９．７）分，担心内容主要为症状加重（３６．７％）
和肺功能下降（２９．６％）。除了听说过ＡＥＣＯＰＤ外，
稳定期和急性加重期患者对ＣＯＰＤ和ＡＥＣＯＰＤ认
知水平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２）。
３．疾病和治疗相关情况：９１１例患者中有７５３例
（８２．７％）曾检测过肺功能，但只有３０．５％（２３０／７５３）的
患者知晓肺功能检测结果，６９．５％（５２３／７５３）的患者
既往诊断为ＣＯＰＤ，平均病程（７．０±６．０）年。在５７３
例听说过ＣＯＰＤ的患者中，仅有７２．８％遵医嘱服药，
３７．９％不知道吸人激素治疗的副作用，４０．３％不知道
联合药物治疗还是单用药物；４４．２％的患者家中无供
氧设备，只有２７．４％的患者经肺康复治疗（主要是步
行锻炼和缩唇呼吸）；４０．１％的患者认为ＣＯＰＤ的治
疗目标是减轻症状，７８．４％的患者认为ＣＯＰＤ需要长
期规律治疗，８６．９％的患者认为需要举办ＣＯＰＤ防治
知识讲座。在知晓ＡＥＣＯＰＤ的４５２例患者中，过去
１年内急性加重（４．３±４．２）次，因急性加重就诊或住
院（４．８±３．２）次，急性加重平均持续时间（１．８４±
２．５２）周、恢复时间（３．０９±４．２１）周以及两次急性加
重平均间隔时间（１３．１７±１０．９１）周。
注：括号内数据为例数，括号外数据为构成比（％）

４．ＣＯＰＤ和ＡＥＣＯＰＤ对生活的影响：９１１例患
者仅有１０．３％认为自己健康状况好，２１．Ｏ％认为易生

２．对ＣＯＰＤ和ＡＥＣＯＰＤ的认知水平：９ｌｌ例患者

病，５８．４％认为健康状况变坏，急性加重期患者比稳

中５７３例（６２．９％）听说过ＣＯＰＤ，其中８５．７％（４９１／

定期自我感觉更差（表３）。在知晓ＡＥＣＯＰＤ的４５２

５７３）知晓慢性支气管炎／删ｉ气肿与ＣＯＰＤ有关，１０．５％

例患者中，大部分（８３．２％）认为急性加重影响工作和

（６０／５７３）不知晓哪些疾病与ＣＯＰＤ有关；认为主动吸

日常活动，而认为影响社交活动高达９１．６％，并认为

烟、被动吸烟和空气污染是ＣＯＰＤ危险因素的患者分

急性加重带来很多负面情绪（如沮丧、焦虑、容易生

别占９２．８％（５３２／５７３）、６９．８％（４００／５７３）、６０．２％（３４５／

气等）。

５７３）；仅有２４．１％（１３８／５７３）、２０．２％（１１６／５７３）的患者

５．影响ＡＥＣＯＰＤ认知的因素：通过多因素

知晓生物燃料、职业接触与ＣＯＰＤ有关，有４．７％（２７／
５７３）的患者不知晓ＣＯＰＤ的危险因素；９２．８％（５３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法筛选影响患者ＡＥＣＯＰＤ认知的影
响因素，在调整年龄、职业、吸烟状况和吸烟指数后，

５７３）的患者认为气短与ＣＯＰＤ有关，５．６％（３２／５７３）的

文化程度越高、经济状况越好、ＣＯＰＤ分级越高，患

患者不知晓哪些症状与ＣＯＰＤ有关。

者行为认知状况越好；男性行为认知状态好于女性

５０．４％（４５９／９１１）的患者从未听说过ＡＥＣＯＰＤ，

（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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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１０

表２不同Ｉ临床期患者对ＣＯＰＤ和ＡＥＣＯＰＤ的认知水平对比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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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不同临床期ＣＯＰＤ患者自我健康评价

力；誓知￡Ａ值Ｐ值

稳定期

所有调查患者（ｎ＝９１１１
听说过ＣＯＰＤ
是

２３３（６５．３）３４０（６１．４）

否

１２４（３４．７）２１４（３８．６）

听说过ＡＥＣＯＰＤ
是

１５５（４３．４）２９７（５３．６）

否

２０２（５６．６）２５７（４６．４）

１．４１１

Ｏ．２３５

９．０２３

０．００３

１．００１

０．３１７

听说过ＣＯＰＤ的患者（ｎ＝５７３１
哪些疾病与ＣＯＰＤ相关
知道

２０５（８８．０）

３０８（９０．６１

２８（１２．０、

３２（９．４１

主动吸烟

２１６（９２．７）

３ １６（９２．９１

０．０１２

Ｏ．９１４

被动吸烟

１

２４２（７１．２）

０．７４３

０．３８９
Ｏ．６９ｌ

不知道
ＣＯＰＤ危险因素４

５８（６７．８）

空气污染

１３８（５９．２１

２０７（６０．９）

Ｏ．１５８

生物燃料

４９（２１．０）

８９（２６．２１

２．００３

Ｏ．１５７

职业接触

４０（１７．２）

７６（２２．４）

２．３０３

０．１２９

不知道

ｌｌ（４．７）

１６（４．７）

０．０００

０．９９３

气短

２１９（９４．０）

３１３（９２．ｎ

０．７７７

０．３７８

咳嗽

１９６（８４．１、

２８１（８２．６）

０．２１５

０．６４３

咳痰

１９１（８６．０１

２７８（８５．３）

０．０６２

０．８０４

１ｉ（４．７、

２ｌ（６．２）

０．５５５

０．４５６

表４影响ＡＥＣＯＰＤ认知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ＣＯＰＤ相关症状

不知道
听说过ＡＥｃＯＰＤ的患者（ｎ＝４５２）
ＡＥＣＯＰＤ主要表现。
气促加重

１

３０（８３．９）

２６４（８８．９）

２．２９３

０．１３０

痰量增加

１０５（６７．７１

１６２（５４．５）

７．３３６

０．００７

脓性痰

５０（３２．３１

８８（２９．６１ ０．３３２

０．５６５

咳嗽增加

５２（３３．５１

９９（３３．３１

０．００２

０．９６３

０．４３９

０．５０７

可能发生ＡＥＣＯＰＤ时
知道

１３８（８９．０１

２５８（８６．９）

１７（１ １．０）

３９（１３．１）

呼吸困难

１３７（８８．４１

２６６（８９．６１

０．１４６

０．７０３

咳嗽增加

８９（５７．４）

１６２（５４．５１

０．３４１

Ｏ．５５９

咳痰增加

７０（４５．２１

１

０．０００

Ｏ．９９３

不知道
ＡＥＣＯＰＤ预警症状。

３４（４５．ｎ

ＡＥＣＯＰＤ时选择门诊治疗
是

１．９４９ ０．１６３

否

３２（２０．６）

对下一次ＡＥＣＯＰＤ担忧程
度的视觉模拟评分６±ｓ）

７９（２６．６）

４０．２±２０．２ ３６．７±１９．３

对下一次ＡＥＣＯＰＤ担心内容

本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地区ＣＯＰＤ患者对该病
的认知度低，不能正确认识ＡＥＣＯＰＤ。这与国内其

１２３（７９．４）２１８（７３．４）

他研究结果类似ｎ删。调查的９１ｌ例患者中只有
１．７９０ ０．０７４

６２．９％听说过ＣＯＰＤ，４９．６％听说过ＡＥＣＯＰＤ。即使

８．３９２ ０．０７８

在听说过ＣＯＰＤ的患者中，也仅有３．４％认为自己完

死亡

２２（１４．２）

３８（１２．８）

症状加重

４９（３１．０）

１１７（３９．４）

住院

１７（１１．０）４７（１５．８）

１０．５％不知道哪些疾病与ＣＯＰＤ有关，仅有２４．１％、

肺功能下降

５８（３７．４）

７６（２５．６）

２０．２％的患者知晓生物燃料、职业接触与ＣＯＰＤ有

９（５．８）

１９（６．４）

其他
注：同表１；４有多项选择

全知晓ＡＥＣＯＰＤ；在听说过ＣＯＰＤ的５７３例患者中，

关，有４．７％的患者不知道ＣＯＰＤ的危险因素，有
５．６％的患者不知道哪些症状与ＣＯＰＤ有关。７５３例

讨

论

患者曾检测过肺功能，但只有３０．５％的患者知晓肺

ＣＯＰＤ作为一种慢性进行性疾病，应重视患者

功能检测结果。提示存在部分医生和患者对ＣＯＰＤ

自我管理的重要性。然而即使在发达国家，患者的

认识和重视程度不足，特别是患者对肺功能检测的

经济条件较好，且对患者的教育十分成熟，但仍存在

重要性的知晓率低。戒烟和避免被动吸烟是防制

患者自我认知不足，不能正确认识ＡＥＣＯＰＤ№１。

ＣＯＰＤ重要的措施，但本研究仍有２２．Ｏ％的ＣＯＰＤ患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１０月第３４卷第１０期Ｃｈｉｎ

·１０３４·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１０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者现吸烟，吸烟指数高达（４５．６４－２５．０）包年。因此有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Ｃｈｉｎ Ｊ Ｔｕｒｂｅｒｃ Ｒｅｓｐｉｒ Ｄｉｓ，２０１０，

必要干预患者的危险行为。

３３（１０）：７５０—７５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ＥＣＯＰＤ是ＣＯＰＤ进程中的重要事件，也是患

陈亚红，姚婉贞，康健，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治疗状况与

者频繁就医和死亡的主要原因”３一引。但很多患者对

自我认知的多中心调查研究．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２０１０，３３

ＡＥＣＯＰＤ的认知不足，导致未能或准确向医生报告

（１０）：７５０—７５３．

急性加重而影响预后哺’１６。１ ８Ｉ。在本研究知晓ＡＥＣＯＰＤ

［９］Ｌｏｕ
ｉｎ

的４５２例患者中，过去１年内急性加重次数为（４．３±

ａ１．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Ｐｒａｃｔ，２００９。８（３）：１５７一１５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Ｘｕｚｈｏｕ．Ｃｈｉｎ ＪＧｅｎ

４．２）次，因急性加重就诊或住院（４．８±３．２）次，急性

娄培安，余加席，安晓红，等．徐州市农村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

加重平均持续时间（１．８４±２．５２）周、恢复时间
（３．０９±４．２１）周及两次急性加重平均间隔时间

ＰＡ，Ｙｕ ＪＸ，Ａｎ ＸＨ，ｅｔ

者的认知情况调查．中华全科医师杂志，２００９，８（３）：１５７—１５９．
［１０］Ｒｏｎｇ

Ｙ，Ｔｉａｎ

Ｊ，Ｆａｎｇ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Ｌ，ｅｔ ａ１．Ｓｅｌｆ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１７２

（１３．１７±ｌＯ．９１）周。本研究结果与其他研究类似哺］，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Ｑｉａｎｎａｎ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本研究还显示，影响ＣＯＰＤ患者对急性加重认

戎军，方银，田浪，等．黔南州少数民族慢性阻塞性肺疾病１７２

知的因素包括文化程度、经济状况、ＣＯＰＤ严重程度

例患者自我认知调查．重庆医学，２０１２，４１（１５）：１５２７—１５３１．

和性别。其中患者的文化程度是最主要的影响因

［１ １］Ｌｏｕ

素，即文化程度高的患者其行为认知水平也高，接受

ａｎｄ

ＡＥＣＯＰＤ预防、治疗以及康复相关知识的能力也越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ＪＸ，Ａｎ ＸＨ，ｅｔ ａ１．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Ａ，Ｙｕ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强，较容易接受干预方案以及健康教育相关知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ｂｅｌｉｅ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ｈｒｏｍｅ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ｈｉｎ

ｗｉｔｈ

Ｊ

Ｍａｎａｇｅ．２００９，３（２）：７０—７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娄培安，余加席，安晓红，等．农村社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

提示在社区进行干预和健康教育时，必须重点兼顾

行为学特征及行为认知状况分析．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２００９，

文化程度较低的患者，采取较简单、通俗的形式，提
高其对ＡＥＣＯＰＤ预防、治疗以及康复重视程度及相

Ｍｅｄ，２０１２，４１（１５）：１５２７—１５３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２）：７０一７３．

［１２ｊ

Ｚｈａｎｇ

ＹＮ，Ｑｉｕ

ａ１．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Ｊ，Ｃｈｅｎ Ｊ，ｅｔ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关知识的掌握，同时鼓励文化程度高的患者向文化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程度低的患者进行宣教。

Ｎｉｎｇｘｉａ．Ｃｈｉｎ Ｊ

ＨｅａｌｔｈＭａｎａｇｅ．２０１２，６（２）：８１－８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雅囡，邱洁，陈娟，等．宁夏居民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认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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