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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高危人群保护动机与健康行为的相关性

邓丽萍1,2,谢小华2,王亚萍2,杨摇 洁1,潘摇 璐2,马家惠1,肖静怡3,熊小云3

[摘要]目的:探讨脑卒中高危人群保护动机与健康行为的相关性。 方法:采用便利采样法选取脑卒中护理门诊进行筛查和随

访的脑卒中高危人群 121 例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脑卒中高危人群保护动机问卷(PMQ鄄SHRP)与脑卒中健康行

为量表(HBS鄄SP)调查高危人群的保护动机与健康行为,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结果:脑卒中高危人群保护动机总分(184. 38 依
14. 25)分,条目均分(3. 76 依 0. 29)分;健康行为总分(76. 93 依 10. 46)分,条目均分(3. 08 依 0. 42)分。 保护动机与健康行为呈

正相关关系(P < 0. 01);保护动机中内外部奖励、反应成本和自我效能维度与健康行为均呈正相关关系(P < 0. 01)。 结论:可
通过提高脑卒中高危人群对严重性、易感性、反应效能的认识,降低内外部奖励、反应成本,增强自我效能,从而促发保护动

机,建立健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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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between protection motivation and healthy behavior
in high risk patients with stroke

DENG Li鄄ping1,XIE Xiao鄄hua2,WANG Ya鄄ping2,YANG Jie1,PAN Lu2,MA Jia鄄hui1,XIAO Jing鄄yi3,XIONG Xiao鄄yun3

(1. Clinical College of Shenzhen Second Hospital,Anhui Medical University,Shenzhen Guangdong 518035;
2. Department of Nursing,Shenzhen Second People忆s Hospital,Shenzhen Guangdong 518035;
3. School of Nursing,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tection motivation and healthy behavior in high risk patients with
stroke. Methods:A total of 121 patients with high鄄risk stroke,who were screened and followed up in the stroke nursing clinic,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s using the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The general data questionnaire,protection motivation questionnaire
(PMQ鄄SHRP)and stroke health behavior scale(HBS鄄SP)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protection motivation and healthy behavior of the
high鄄risk population,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tection motivation and healthy behavior was analyzed. Results:The total score of
protection motivation was(184. 38 依 14. 25)points,and the average score of items was(3. 76 依 0. 29)points. The total score of healthy
behavior was(76. 93 依 10. 46)points,and the average score of items was(3. 08 依 0. 42)points. The protection motivat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ied with healthy behavior(P < 0. 01).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wards,response costs and self鄄efficacy dimensions of protection
motivation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healthy behavior ( P < 0. 01 ). Conclusions: Improving the awareness of the severity,
susceptibility and response efficiency of stroke high鄄risk population can reduc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wards and response costs,and
enhance self鄄efficacy to promote the protection motivation and establish healthy behaviors.
[Key words] stroke;health behavior;protection motivation;high鄄risk population

摇 摇 脑卒中是一组以脑组织缺血及出血性损伤症状

为主要临床表现的急性脑血管病,是全球第二大死

因,也是致残率最高的三大疾病之一[1]。 2018 年

《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 [2] 报道,94. 3% 脑卒中的发

生与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心脏疾病、吸烟、乙
醇摄入、不健康饮食、腹型肥胖、体力活动不足和心

理因素等 10 项可改变的危险因素相关,报告同时也

指出,与 2015 年相比,脑卒中高危人群比例从

13. 05%上升至 18. 51% 。 而健康生活的行为方式,
能够有效控制脑卒中的发生[3]。 保护动机理论

(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PMT)是行为改变的重

要理论[4],通过威胁评估和应对评估激发保护动

机,引发健康保护行为的意向。 研究[5] 显示,PMT
各维度与青少年吸烟行为具有相关性,严重性、易感

性、自我效能、反应效能维度和吸烟行为均呈负相关

关系。 加拿大成人运动行为的研究[6] 表明,PMT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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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20%的体育运行为的差异。 钱湘云等[7] 研制

了老年高血压病人保护动机问卷,基于老年高血压

保护动机理论框架的干预对健康行为产生直接的影

响。 但对于 PMT 是否影响脑卒中高危人群的健康

行为,则有待验证。 本研究调查脑卒中高危人群保

护动机和健康行为的现状,并分析二者的相关性,解
释和预测脑卒中高危人群接受健康行为的可能,并
为脑卒中高危人群健康生活方式的干预提供依据。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 摇 采用便利采样法,选取 2019 年 8
- 9 月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脑卒中护理门诊筛查和

随访的脑卒中高危人群 121 例。 纳入标准:(1)年

龄逸40 岁;(2)符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脑

卒中筛查与防治工程委员会制定的脑卒中高危人群

诊断标准[8],高血压病史、房颤和心脏瓣膜病、吸
烟、血脂异常、糖尿病、缺少体育锻炼、明显超重或肥

胖、脑卒中家族史 8 项危险因素中存在 3 项及以上

危险因素者或既往有卒中史、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TIA)史;(3)意识清楚且病情稳定,能够配合完成

调查问卷;(4)病人知情同意。 排除标准:(1)伴有

严重的心、肝、肾功能不全,恶性肿瘤等疾病;(2)具
有认知障碍或精神疾病;(3)存在失语。
1. 2摇 方法摇
1. 2. 1摇 调查工具摇 (1)一般资料调查表,由研究小

组自行设计,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

度、月收入、医保类型、有无脑卒中既往史、有无高血

压、糖尿病、心脏病、血脂异常、肥胖等。 (2)脑卒中

高危人群保护动机问卷(PMQ鄄SHRP),由课题组基

于 PMT 框架编制,通过专家咨询、预实验、正式施

测、信效度检验形成最终问卷,用来衡量产生保护动

机的大小,共有 6 个维度(严重性、易感性、内外部

奖励、反应效能、反应成本、自我效能)49 个条目,其
中内外部奖励和反应成本维度为反向计分,问卷采

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计分,总分 245 分,得分越高表

示保护动机越强。 问卷经检验 Cronbach忆s 琢 系数为

0. 888,各维度的 Cronbach忆 s 琢 系数为 0. 791 ~
0. 886,重测信度为 0. 809,折半信度为 0. 76,内容效

度为 0. 995,各条目内容效度指数为 0. 875 ~ 1. 000,
信效度较好。 (3)脑卒中健康行为量表(HBS鄄SP):
由万丽红等[9] 编制,在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

(HPLP鄄域)的基础上编制脑卒中病人健康行为量

表,用于评估脑卒中病人的健康行为,量表共 6 个维

度(运动、服药、指令、营养、责任、烟酒)25 个条目,

其中烟酒和服药维度为反向计分。 量表采用 Likert
4 级评分法,按照从不、有时、经常、总是分别赋予 1、
2、3、4 分,分数越高表示健康水平越高。 量表的

Cronbach忆s 琢 系数为 0. 878,重测信度为 0. 845。 本

研究中,课题组将其应用于脑卒中高危人群中,预实

验 Cronbach忆s 琢 系数为 0. 847,信效度较好。
1. 2. 2摇 资料收集方法摇 资料收集前对调查员进行

统一培训,征得病人同意后签署知情同意书并填写

调查问卷。 问卷采用无记名方式填写,能够自行填

写问卷的研究对象自行填写,不能填写的由调查员

采取提问的方式辅助填写。 现场回收问卷并检查调

查问卷的有效性。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130 份,有效

回收 121 份,有效回收率 93. 08% 。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和多因素

线性回归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一般人口学资料摇 高危人群 121 例中男 79 例

(57. 9% ),女 51 例(42. 1% );年龄 40 ~ 89 岁;退休

80 例(66. 12% ),在职 41 例(33. 88% );已婚 111 例

(91. 7% ),未婚 2 例(1. 7% ),离异 4 例(3. 3% ),
丧偶4 例 (3. 3% );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 29 例

(24. 0% ),初中 28 例(23. 1% ),中专 /高中 31 例

(25. 6% ),大专 /本科 28 例(23. 1% ),硕士及以上 5
例(4. 1% );医疗费用:农村医保 32 例(26. 4% ),城
镇医保 76 例(62. 8% ),其他 13 例(10. 8% )。 既往

卒中病人 42 例(34. 7% ),高血压 72 例(59. 5% ),
血脂异常 41 例(33. 9% ),糖尿病 23 例(19. 0% ),
肥胖 23 例(19. 0% ),心脏病 11 例(9. 1% )。 共患

慢性病逸2 种 39 例(32. 2% )。
2. 2摇 脑卒中高危人群保护动机和健康行为评分摇
脑卒中高危人群 PMQ鄄SHRP 问卷总分(184. 38 依
14. 25)分,条目均分 (3. 76 依 0. 29) 分 (见表 1);
HBS鄄SP 问卷总分 (76. 93 依 10. 46) 分,条目均分

(3. 08 依 0. 42)分(见表 2)。

表 1摇 脑卒中高危人群保护动机问卷得分(n = 121;x 依 s)

维度 条目数 总分 / 分 各维度平均分 / 分

严重性 5 20. 11 依 2. 80 4. 02 依 0. 56

易感性 12 45. 30 依 4. 72 3. 77 依 0. 39

内外部奖励 5 18. 22 依 3. 83 3. 64 依 0. 77

反应效能 7 27. 41 依 2. 63 3. 92 依 0. 38

反应成本 10 35. 69 依 5. 35 3. 57 依 0. 53

自我效能 10 37. 66 依 5. 36 3. 77 依 0. 54

保护动机 49 184. 38 依 14. 25 3. 76 依 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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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脑卒中高危人群健康行为得分(n = 121;x 依 s)

维度 条目数 总分 / 分 各维度平均分 / 分

运动 6 15. 85 依 4. 47 2. 64 依 0. 74

服药 4 17. 65 依 2. 18 4. 41 依 0. 54

指令 4 11. 05 依 2. 43 2. 76 依 0. 61

营养 6 17. 69 依 3. 27 2. 95 依 0. 54

责任 3 5. 57 依 2. 28 1. 86 依 0. 76

烟酒 2 9. 12 依 1. 56 4. 56 依 0. 78

健康行为 25摇 76. 93 依 10. 46 3. 08 依 0. 42

2. 3摇 脑卒中高危人群保护动机与健康行为的相关

性分析 摇 除与服药维度无明显相关性(P > 0. 05)
外,保护动机与健康行为各维度及总分均呈正相关

关系(P < 0. 05 ~ P < 0. 01);保护动机中内外部奖

励、反应成本和自我效能维度与健康行为均呈正相

关关系(P < 0. 01)(见表 3)。

摇 表 3摇 脑卒中高危人群保护动机与健康行为相关性分析

(n = 121)

维度 运动 服药 指令 营养 责任 烟酒 健康行为

严重性 - 0. 043 - 0. 173 - 0. 003 0. 143 0. 055 - 0. 243**- 0. 034摇 摇

易感性 0. 040 - 0. 057 0. 143 0. 224* 0. 227* 0. 008 0. 159

内外部奖励 0. 222* 0. 148 0. 265**0. 212* 0. 148 0. 338** 0. 336**

反应效能 - 0. 028 - 0. 061 0. 199* 0. 202* 0. 200* 0. 039 0. 134

反应成本 0. 326** 0. 092 0. 539**0. 258** 0. 212** 0. 237** 0. 446**

自我效能 0. 329** 0. 13 0. 455**0. 336** 0. 402** 0. 163 0. 491**

保护动机 0. 306** 0. 059 0. 528**0. 420** 0. 394** 0. 203* 0. 513**

摇 摇 *P < 0. 05,**P < 0. 01

2. 4摇 脑卒中高危人群健康行为的多元回归分析摇
以健康行为总分为因变量,以脑卒中高危人群的一

般资料、保护动机各维度得分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线性回归分析,保护动机各变量进入第一层,加入一

般资料后进入第二层,结果显示,性别、居住状况、反
应成本维度、反应成本维度得分均进入回归方程,自
我效能和反应成本能够解释总变异的 33. 5% ,加上

性别和居住状况,能够解释总变异的 40. 5% (见

表 4)。

3摇 讨论

3. 1摇 脑卒中高危人群保护动机水平分析摇 保护动

机是指在认知评估的基础上所产生健康保护行为的

意向。 在一项涵盖 65 个研究的 Meta 分析[10] 中指

出,保护动机模型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到当面临威胁

时,态度和行为发生变化的原因,即解释和预测病人

接受健康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并且其每个组成部分

都与健康结果相关联。 保护动机的评估主要通过以

下 6 个维度实现:严重性评估高危人群对脑卒中疾

病后果的判断和反应;易感性评估高危人群感知各

种危险因素判断患上脑卒中的可能性;内外部奖励

是指高危人群评估自身和外界感知到的采取不健康

行为的“益处冶;反应效能是指高危人群对采取健康

行为是否起作用的知觉;反应成本是指高危人群所

要采取健康行为而付出的代价;自我效能是指高危

人群对采取健康行为的知觉[11]。 其中严重性、易感

性和内外部奖励为威胁评估的过程,反应效能、反应

成本和自我效能为应对评估的过程。

表 4摇 脑卒中高危人群健康行为的多元回归分析

变量 B SE B忆 t P

第 1 层

摇 常数项 24. 145 6. 729 3. 588 < 0. 01

摇 自我效能 0. 777 0. 151 0. 399 5. 149 < 0. 01

摇 反应成本 0. 659 0. 151 0. 337 4. 354 < 0. 01

第 2 层

摇 常数项 27. 196 6. 963 3. 906 < 0. 01

摇 自我效能 0. 802 0. 145 0. 411 5. 516 < 0. 01

摇 反应成本 0. 584 0. 148 0. 299 3. 942 < 0. 01

摇 居住状况 - 2. 122 0. 765 - 0. 200 - 2. 774 < 0. 01

摇 性别 3. 376 1. 541 0. 160 2. 190 < 0. 05

摇 摇 第 1 层 R2 = 0. 346,调整 R2 = 0. 335,F = 18. 961,P < 0. 01;第 2
层 R2 = 0. 405,调整 R2 = 0. 384,F = 19. 719,P < 0. 01

摇 摇 本研究结果显示,脑卒中高危人群保护动机条

目均分为(3. 76 依 0. 29)分,各维度得分从高到低依

次为严重性、反应效能、自我效能、易感性、内外部奖

励、反应成本,内外部奖励和反应成本为反向计分,
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分析原因,其一可能是社

区对居民开展的大量宣传,让人们形成了对脑卒中

和其他慢性疾病的共识[12];其二,随着国家脑卒中

高危人群的筛查和干预工作的推进,加强了人们对

自身健康的重视,使得疾病的认识度变高。 但是本

研究中反应成本水平相对不高可能是公众对改变行

为所要克服困难的觉醒不足,提示在实施健康教育

时要注重技巧,选择病人乐于接受的方式,比如烹制

菜肴时采用代用盐来减少控盐后带来的不适感[13]。
3. 2摇 脑卒中高危人群健康行为水平分析摇 本研究

结果显示,脑卒中高危人群的健康行为水平处于中

等偏上水平。 其中烟酒和服药维度均分较高,运动

维度、责任维度均分低。 这与万丽红等[9] 研究结果

相比,分数稍高。 但是指令维度(限制高糖、高脂、
高盐饮食,测量血压)和运动水平较低,这一方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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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人们忙于工作和生活,工作压力大,有时甚至加

班很晚,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参加运动锻炼[14],这
一结果也符合深圳市生活节奏快、压力大的城市特

点;另一方面,可能与脑卒中高危人群缺乏锻炼相关

知识,主动采取锻炼的责任感欠缺有关。 护理人员

在对高危人群健康教育时,应强调运动在疾病预防

中的重要作用,指导运动的频次、时间和种类,提高

运动的责任感。 此外,一项在深圳市桃源社区开展

的 4 006 例的高危人群筛查中[15],血脂异常占

42. 56% ,超越传统高血压,成为卒中首位风险因素,
可能和深圳地区人口结构复杂,饮食习惯与国内其

他地方不一致相关。 这提醒我们应关注居民日常饮

食习惯的控制,克服地方饮食习惯。
3. 3摇 脑卒中高危人群保护动机与健康行为的相关

性摇 研究[16]表明,保护动机行为能够很好地预测行

为意向和健康行为。 针对加拿大成年人体育运动开

展的纵向研究[4]指出,保护动机可以预测 20%体育

运动行为差异,应对评估过程在行为改变中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保护动机水平与健

康行为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提示脑卒中高危人群保

护动机越高,健康行为水平就越好。 多元回归分析

显示,保护动机中反应成本和自我效能可以解释健

康行为变异的 33. 5% 。 其中自我效能在多项研

究[11,17 - 18]中证明其具有预测行为的重要作用。 而

在 PMT 模型中,自我效能也是行为改变意向产生的

核心步骤。 本研究中保护动机与健康行为呈正相关

关系,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护理人员

可帮助高危人群克服反应成本、增强自我效能,提高

保护动机水平,进而带动健康行为。
3. 4摇 脑卒中高危人群保护动机与健康行为在护理

干预中的作用摇 本研究结果显示,保护动机与健康

行为之间存在相关性,将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促进

脑卒中高危人群健康习惯的养成是当前重要的问

题。 《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 2018》明确指出当前的

脑卒中宣传教育和防控工作不足,危险因素控制亟

需改善。 医护人员是人们最希望获取相关知识的途

径,然而实际通过医护人员获得知识的比例较少。
护理门诊是医护人员评估病人和实施健康教育的场

所,近年来,脑卒中护理门诊也在脑卒中高危人群的

健康教育和随访中发挥重要作用[19],在国家脑卒中

筛查与干预项目的基础上,完成高危人群的筛查与

干预工作。 因此,要实现保护动动机与健康行为的

促进关系,应该在评估高危人群的保护动机的基础

上,医护人员结合病人情况,提高脑卒中高危人群对

疾病感知的严重性、易感性、反应效能的认识,克服

内外部奖励、反应成本所带来的“好处冶,增强自我

效能,制定有效的健康行为计划,从而在根本上,提
升保护动机的水平,改变健康行为。

综上,脑卒中高危人群的保护动机、健康行为总

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且两者呈正相关关系。 在人

群干预中,可评估保护动机,针对各个变量进行针对

性干预,从而提高健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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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期体质量管理对孕妇产程时间和分娩结局的影响

谭摇 琼

[摘要]目的:探讨孕期体质量管理对孕妇产程和分娩结局的影响。 方法:选取产妇 100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管理方法分为

体质量管理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 对照组给予传统管理方法,体质量管理组给予孕期体质量管理。 比较 2 组产妇分娩方式、
会阴损伤情况、产程和妊娠不良事件发生率。 结果:体质量管理组产妇的剖宫产率低于对照组,自然分娩率高于对照组(P <
0. 05)。 2 组经阴道分娩产妇共 75 例,体质量管理组的会阴道损伤程度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 01)。 体质量管理组产妇的第

一产程、第二产程、第三产程和总产程均短于对照组(P < 0. 05 ~ P < 0. 01)。 体质量管理组妊娠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

组(P < 0. 01)。 结论:孕期体质量管理能促使产程缩短、提高自然分娩率、降低妊娠不良事件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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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e body weight management on pregnant woman labor and delivery outcome
TAN Qiong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38,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body weight management on pregnant woman labor and delivery outcome. Methods:
One hundred puerperas were divided into the body weight manage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management method(5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dealed with traditional management method,and the body weight management group were
dealed with weight management during pregnancy. The delivery methods,perineal injury,duration of labor and adverse events were
compared bewteen two groups. Results:The cesarean delivery rate and natural delivery rate in body weight management group were
lower and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respectively(P < 0. 05). There were 75 cases of vaginal delivery in two groups,and the
degree of vaginal damage in body weight manage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The first,
second,third and total duration of labor in body weight manage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to P < 0. 01). And the incidence rate of adverse pregnancy events in body weight manage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Conclusions:Body weight management during pregnancy can shorten the duration of labor,increase
the rate of natural delivery,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rate of adverse pregnancy events.
[Key words] body weight management;pregnancy;delievery outcome;duration of labor

摇 摇 流行病学调查[1] 显示,孕妇孕期营养不良、消
瘦、肥胖都可影响胎儿的生长发育,成年时期发生慢

性疾病的概率亦与此相关。 孕期营养是孕期保健的

重要内容,孕期体质量是反映孕妇及胎儿营养状况

的重要指标,对孕期体质量进行定期监测,根据体质

量情况适当调整饮食结构,将体质量维持在合理的

范围,对于产妇和胎儿健康具有重要意义[2]。 本研

究分析孕期体质量管理对孕妇产程和分娩结局的影

响。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 2017 年 4 - 12
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

月我院收治的

[16]摇 BAI Y,LIU Q,CHEN X, et al. 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in
predicting intention to receive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in rural
Chinese women[J] . Psycho鄄oncology,2018,27(2):442.

[17] 摇 LAITHAVEWAT L,GRUNDY鄄WARR C,KHUNTIKEO N,et al.
Analysis of a school鄄based health education model to prevent
opisthorchiasis and cholangiocarcinoma in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in northeast Thailand [ J] . Global Health Promotion,2018, doi:
1757975918767622.

[18] 摇 GIDLOW CJ,ELLIS NJ,COWAP L,et al. A qualitative study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communication in NHS Health Check
using different risk calculators: protocol for the Risk
Communication in NHS Health Check ( RICO) study [ J] . BMC
Family Pract,2019,20(1):11.

[19] 摇 陈敏杰,李琨,高玲玲,等. 我国脑卒中护理门诊开展现状

[J] . 护理学杂志,2018,33(15):102.

(本文编辑摇 卢玉清)

821 J Bengbu Med Coll,January 2021,Vol. 46,No.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