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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orisky 量表评估的社区老年高血压

病人用药依从性及影响因素研究

程霁云1,江摇 佳2,王培培2

[摘要]目的:调查社区老年高血压病人用药依从性,为社区高血压病人的健康管理提出建议。 方法:选择 2020 年 7 - 9 月弋

矶山社区居民中 60 岁以上高血压病人 120 例,利用问卷和谈话的方式收集信息,有效调查问卷 119 例,1 例无效。 采用

Morisky 量表问卷的方式对病人用药依从性进行评估,分析病人用药依从性的影响因素。 结果:119 例病人中 52 例用药依从

性好,67 例用药依从性差,其中因为忘记服药而导致依从性差者 23 例,其次是症状改善擅自停药有 21 例,最后是自觉症状更

糟停止用药和不注意用药者 23 例。 年龄、服药次数、居住情况、血压监测是导致病人依从性低的主要影响因素(P < 0. 05)。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独居和无血压监测使病人用药依从性降低的风险增加 16. 9%和 10. 4% 。 结论:医护人员和药师应加强

对高血压病人的相关知识的宣传,对病人实施系统健康宣教,改善其依从性,提高高血压治疗的规范化及血压控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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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Morisky scale on medication complianc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in community

CHENG Ji鄄yun1,JIANG Jia2,WANG Pei鄄pei2

(1. School of Basic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Ji忆nan University,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2. Yijisha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Wannan Medical College,Wuhu Anhui 24100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medication compliance of elderly hypertension patients in the community and put forward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the health management of hypertension patients. Methods:A total of 120 elderly hypertension patients over 60
years old in Yijishan community from July to September 2020 were selected. Information was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One hundred and nineteen cases were effectively surveyed,but 1case was invalid. The Morisky scale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evaluate patients忆 medication compliance,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edication compliance were analyzed. Results:Among the
119 patients,52 patients(43. 7% ) had good medication compliance,67 patients(56. 3% ) had poor medication compliance,among
which 23 cases(34. 33% ) had poor compliance due to forgetting to take medication, followed by 21 cases(31. 34% ) who stopped
medication without taking medication because of symptom improvement,and 23 cases(34. 33% )who stopped medication and did not
pay attention to taking medication because of conscious symptom worse. Age,times of medication,residence status and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wer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low compliance(P < 0. 05).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living alone and
having no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increased the risk of decreased medication compliance by 16. 9% and 10. 4% . Conclusions:
Medical staffs and pharmacists should strengthen the publicity of the relevant knowledge of hypertension patients,carry out systematic health
education for patients,improve their compliance,and improv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hypertension treatment and blood pressure control level.
[Key words] hypertension;elderly;medication compliance

摇 摇 高血压已经成为全球疾病负担的首位病因[1]。
近 40 年来全球高血压患病的人数不断攀增,人口老

龄化是主要原因。 目前治疗高血压最主要的方式是

药物治疗,90%左右的高血压病人可通过药物治疗

将血压降至正常水平。 目前我国老年高血压的患病

率为 53. 24% ,治疗率为 51. 35% ,而高血压的控制

率仅有 18. 2% [2]。 目前高血压控制率低下的重要

原因是病人用药依从性低。 用药依从性是指病人对

医疗人员推荐的且双方认可的服药方案的遵从程

度。 目前,高血压防控治疗工作中关于病人用药依

从性研究正在不断推进,用药依从性好的病人血压

控制率高于差者,而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率明显低

于差的病人,同时用药依从性好的病人大大节省了

长期治疗成本。 影响高血压病人用药依从性的因素

包括社会经济因素、疾病 /治疗因素及医疗系统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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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素等[3]。 本研究通过 Morisky 量表问卷调查方

式,分析 2020 年 7 - 9 月弋矶山社区居民老年高血

压病人的用药依从性,以期为提高老年病人血压控

制水平提出建议。 现作报道。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笔者于 2020 年 7 - 9 月期间对弋

矶山社区 120 名 60 岁以上高血压病人进行用药依

从性的问卷调查,有效调查问卷 119 例,1 例无效。
119 例病人中,男 64 例,女 55 例,平均年龄(71. 87
依 5. 77)岁。 纳入标准:(1)符合《中国高血压防治

指南 2018》高血压诊断标准[4];(2)神志和口齿清

楚,听力正常,能配合问卷调查;(3)曾用过降压药

物治疗且用药时长在半年以上。 排除标准:(1)继发

性高血压;(2)心肝肾等严重器质性疾病或严重并发

症。
1. 2摇 方法摇 采用调查问卷方式,由研究人员上前解

释该研究的目的,并表明为保护病人隐私,采取不记

名方式,不记录涉及病人隐私的信息,消除病人抵触

行为,在取得同意的条件下由一名调查者按问卷内

容逐一提问,病人回答,另一名调查者记录,所有问

卷当场收回。 调查内容包括基本情况、疾病情况、用
药情况 /复诊情况以及疾病了解程度(见表 1)。 采

用 Morisky 用药依从性问卷[5] 对病人进行评分,该
问卷共 4 个条目,回答“是冶记 0 分,回答“否冶计 1
分,得分越高,表明用药依从性越好。 根据 Morisky
评分标准,得分为 4 分者用药依从性“好冶,得分臆3
分者为用药依从性“差冶(见表 2)。

表 1摇 问卷调查内容

分类 内容

基本情况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居住情况

疾病情况 高血压病程,是否有合并症

用药情况 服用降压药的种类,每天服药的次数,外出或者旅游时是否会随身携带

药物,是否无意中漏服药物,是否定期监测血压

复诊情况 是否定时复诊,是否信任医务人员

疾病了解程度 是否了解所患疾病,是否重视所患疾病,是否了解药物治疗的重要性,
是否了解不按医嘱服药的危害性

1. 3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 t 检验、 字2 检验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病人基本信息摇 本次调查发放 120 份问卷,有
效回收 119 份,有效回收率为 99% 。 病人一般资料

构成见表 3。

表 2摇 Morisky 用药依从性评分

分类 选项

您是否有时忘记用药? 是 否

您是否有时不注意用药? 是 否

当您自觉症状改善时,是否曾停止用药? 是 否

当您自觉症状更坏时,是否曾停止用药或擅自改药? 是 否

表 3摇 病人基本信息情况

观察指标 n 构成比 / %

年龄 / 岁

摇 60 ~ < 70 43 36. 13

摇 70 ~ < 80 58 48. 74

摇 逸80 18 15. 13
性别

摇 男 64 53. 78

摇 女 55 46. 22
文化程度

摇 初中以下 83 69. 75

摇 高中及中专 29 24. 37

摇 大专及以上 7 5. 88
居住情况

摇 与配偶同住 46 38. 66

摇 与配偶、子女同住 30 25. 21

摇 只与子女同住 27 22. 69

摇 独居 16 13. 44
病程 / 年
摇 < 2 74 62. 18

摇 2 ~ 5 24 20. 17

摇 > 5 ~ 10 16 13. 45

摇 > 10 5 4. 20
合并症

摇 是 72 60. 50

摇 否 47 39. 50
服药种类 / 种
摇 1 69 57. 98

摇 2 39 32. 77

摇 逸3 11 9. 25
服药次数 / 次
摇 1 51 42. 86

摇 2 39 32. 77

摇 逸3 29 24. 37
血压监测

摇 是 76 63. 86

摇 否 43 36. 13

定期复诊

摇 是 94 78. 99

摇 否 25 2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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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观察指标 n 构成比 / %

对医务人员信任度

摇 是 110 92. 43

摇 否 9 7. 56

是否了解所患疾病

摇 是 93 78. 15

摇 否 26 21. 85

是否重视所患疾病

摇 是 97 81. 51

摇 否 22 18. 49

是否了解药物治疗的重要性

摇 是 81 68. 07

摇 否 38 31. 93

是否了解不按医嘱服药的危害性

摇 是 94 78. 99

摇 否 25 21. 09

2. 2摇 病人用药依从性情况摇 119 例调查对象中,52
例病人用药依从性好,67 例用药依从性差,主要表

现为忘记用药而导致依从性差(34. 33% )、症状改

善擅自停药 (31. 34% )、自觉症状更糟停止用药

(22. 39% )及不注意用药(11. 94% )。
2. 3摇 高血压病人用药依从性影响因素分析摇 将调

查对象分为用药依从性好和用药依从性差 2 组,将
可能影响用药依从性的相关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2 组病人在年龄、服药次数、居住情况、血
压监测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见表

4)。 将单因素中有统计学差异的因素纳入 logistic
回归分析,自变量进入方法选用 Enter 法。 结果显

示独居和无血压监测分别使病人用药依从性差的风

险增加 16. 9%和 10. 4% (见表 5)。

3摇 讨论

摇 摇 高血压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也是心血管事件

最主要的危险因素。 当前对高血压药物治疗取得一

定临床疗效,但整体而言,血压控制率依然较低,而
病人治疗依从性差为主要原因。 国外研究[6] 显示,
高血压病人依从性可达 53. 4% ,然而我国高血压治

疗依从性明显偏低,调查显示[7 - 8],城市高血压人群

依从性不到 40% ,农村高血压病人用药依从性仅为

36%左右。 在我国一些发达地区,尽管高血压防控

体系 较 为 完 善, 高 血 压 人 群 依 从 性 也 仅 有

60. 5% [9]。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高血压病人用药依

从性为 43. 70% ,56. 30% 病人存在用药依从性差,

其中 34. 33%病人因为忘记用药而导致依从性差;
其次,高血压病人因症状改善而擅自停药者达

31. 34% ,是影响依从性的第二大原因。 这些结果表

明一方面可能由于病人自我感觉症状好转之后主观

上不愿意继续用药,另一方面可能还与病人对高血

压缺乏认识,并没有意识到终生服药的重要性等有

关。 近年来,移动医疗在中国的医疗行业中快速发

展,基于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实现慢性病管理,通
过 APP 应用平台与病人建立有效互动,定期推送高

血压相关科普知识和合理用药,提高病人对高血压

及不良行为的认识,自觉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10]。

摇 表 4摇 影响高血压病人用药依从性单因素分析[n;百分率

(% )]

观察指标
依从性好

(n = 52)
依从性差

(n = 67)
字2 P

性别

摇 男

摇 女

30(57. 69)
22(42. 31)

34(50. 75)
33(49. 25)

0. 57 > 0. 05

年龄 / 岁

摇 60 ~ < 70 26(50. 00) 17(25. 37)

摇 70 ~ < 80 22(42. 31) 36(53. 73) 9. 07 < 0. 05

摇 逸80 4(7. 69) 14(20. 90)

服药种类 / 种

摇 1 29(55. 77) 40(59. 70)

摇 2 20(38. 46) 19(28. 36) 2. 20 > 0. 05

摇 逸3 3(5. 77) 8(11. 94)

服药次数 / 次

摇 1 29(55. 77) 22(32. 84)

摇 2 12(23. 08) 27(40. 30) 6. 63 < 0. 05

摇 逸3 11(21. 15) 18(26. 87)

合并症

摇 是

摇 否

29(55. 77)
23(44. 23)

43(64. 13)
24(35. 82)

0. 87 > 0. 05

居住情况

摇 独居

摇 非独居

3(5. 77)
49(94. 23)

13(19. 40)
54(80. 60)

4. 68 < 0. 05

文化程度

摇 初中以下 36(69. 23) 47(70. 14)

摇 高中及中专 11(21. 15) 18(26. 87) 2. 58 > 0. 05

摇 大专及以上 5(9. 62) 2(2. 99)

血压监测

摇 是

摇 否

45(86. 54)
7(13. 46)

31(46. 27)
36(53. 73)

20. 57 < 0. 01

摇 摇 研究显示[11 - 13],年龄、病人对疾病的认知程度、
是否定期监测血压、是否规律服药是高血压病人血

压控制率的主要影响因素。 沈贤等[14] 研究表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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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收入情况、是否接受用药教育与老年高血压

病人的治疗依从性有明显相关性。 本研究通过单因

素分析发现,年龄、服药次数、居住情况、血压监测是

高血压病人依从性的主要影响因素,进一步通过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独居及无血压监测分别使病

人用药依从性差的风险增加 16. 9% 和 10. 4% 。 随

着年龄增大,老年病人记忆力降低,忘记服药时间及

服药次数,导致经常漏服药物。 服药次数越多,依从

性越差,原因可能是有些病人还要联合用药,没有足

够的毅力坚持下去,亦或是每天忙碌导致服药次数

和时间不匹配。 独居病人依从性低于非独居病人,
可能原因是独居病人缺少家人朋友经常提醒导致漏

服。 定期血压监测病人依从性明显高于未血压监测

者,原因可能是经常监测血压水平的病人对自己所

患高血压疾病比较关注,更加意识到血压控制的重

要性。 因此,需要重点关注老年高血压病人的用药,
简化药物方案,提高治疗依从性。 近些年来,移动医

疗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实现远程医疗、智慧医疗、慢性

病管理等方面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通过移动终

端设备设置服药提醒功能,可以避免老年人因记性

差而忘记服药,另外也可以通过移动应用平台与家

庭血压监测设备互联,实现血压监测结果自动上传

并自动预警,强化血压管理[15]。

表 5摇 影响高血压病人用药依从性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观察指标 B SE Wald字2 OR P

年龄 - 0. 012 0. 027 0. 20 0. 988 > 0. 05

服药次数 0. 330 0. 178 3. 43 1. 392 > 0. 05

居住情况 - 1. 775 0. 666 7. 11 0. 169 < 0. 01

血压监测 - 2. 259 0. 404 31. 28 0. 104 < 0. 01

摇 摇 目前,药物治疗是高血压治疗的主要手段,但高

血压的治疗是综合治疗,包括合理的饮食、健康的生

活方式、适当体育锻炼及系统的健康宣教。 系统的

健康宣教对于提高病人治疗依从性,提高血压的达

标率显得尤为重要。 笔者建议,单纯通过门诊管理

和随访改善效果有限,不妨通过微信公众号、直播或

者小程序等渠道开展知识讲座或定期发布一些预防

高血压疾病的相关知识,不仅传播快,而且适用人群

广泛。 其次还应该全员参与学习高血压知识,增加

高血压知晓率,以便提高血压控制率,进而提高病人

用药依从性。 研究[16 - 18]显示,高血压病人采用多种

形式的健康干预,可有效提高病人对相关知识知晓

程度及治疗依从性,改善其生活质量。 因此,需要构

建完善的高血压防控体系,强调病人的个体化健康

教育,加强高血压专科医护人员知识的学习,增进医

患之间的信任度,提高病人遵从医嘱服药的程度,以
提高用药依从性,力求做到治疗上的规范化、合理

化、个体化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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