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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健康教育方式在慢性肝病护理中的运用研究

杨晓敏 余朋丽*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感染疾病及肝病科 云南 昆明

【摘要】目的：研究微信健康教育方式在慢性肝病护理中的临床运用效果。方法：选取我院 2019年 1
月到 2019年 8月期间收治的慢性肝病患者作为此次研究对象，共计 120例。需要研究人员按照数表法将其

分为对照组（60例）与观察组（60例），对照组慢性肝病患者运用传统健康教育方式，而观察组慢性肝病

患者需要在此基础上运用微信健康教育方式，研究期间需要临床护理人员做好记录工作，对比两组患者腹

部症状、疲劳程度、系统症状、自我概念、自我责任感、自我护理技能以及健康知识水平等。结果：观察

组慢性肝病患者在运用微信健康教育方式后腹部症状评分为（19.12±2.08）分、疲劳程度评分为（28.65±3.56）
分；对照组慢性肝病患者采用传统健康教育方式后腹部症状评分（14.63±2.36）分、疲劳程度评分（22.63±3.68）
分，观察组数据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此外，观察组慢性肝病患者自我概念评分（25.36±3.15）
分、自我责任感（16.85±2.63）分，相较于对照组慢性肝病患者自我概念评分（16.35±3.65）分、自我责任

感（12.64±3.54）分高，研究数据存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针对慢性肝病患者运用微

信健康教育方式可以有效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自我护理能力，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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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WeChat health education method in nursing of chronic liver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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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effect of WeChat health education method in
nursing of chronic liver disease. Methods: A total of 120 patients with chronic liver diseas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August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Researchers are required to divide
them into a control group (60 cases)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60 cases)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patients with chronic liver disease in the control group use traditional health education methods, and the
patients with chronic liver disea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need to use WeChat health educational methods on this
basis.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clinical nurses need to make records, and compare abdominal symptoms, fatigue,
systemic symptoms, self-concept, self-responsibility, self-care skills, and health knowledge among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Patients with chronic liver disea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a score of (19.12 ± 2.08) and
fatigue score of (28.65 ± 3.56) after using WeChat health education. The patients with chronic liver disease in the
control group had a score of abdominal symptoms after traditional health education. (14.63 ± 2.36) points and
fatigue degree score (22.63 ± 3.68) points. The data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ups (P <0.05). In addition, the observation group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liver disease had a self-concept score (25.36 ± 3.15) and a sense of self-responsibility (16.85 ± 2.63), compared
with a control group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liver disease (16.35 ± 3.65) and a sense of self-responsibility (12.64 ±
3.54). The score is high, and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research data, which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WeChat health education method for patients with chronic liver diseas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self-care ability of patients,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op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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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肝病属于临床中比较常见的疾病，疾病种

类多样，发病原因复杂。主要包括慢性乙肝、肝硬

化、自身免疫性肝病以及酒精肝等。根据相关调查

研究显示，目前全球已经有 2.4亿例慢性肝病患者，

每年有 65万人死于与慢性肝病相关的并发症[1]。在

临床治疗中多数患者对慢性肝病的认知度低，进而

导致疾病传播、反复出现、持续恶化，严重降低患

者生活质量。因此，为了提升患者生活质量、自我

护理能力，本次研究对慢性肝病患者借助微信进行

健康教育，具体研究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9 年 1 月到 2019 年 8 月期间收治

的 120例慢性肝病患者作为此次研究对象。需要研

究人员按照数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60例）与观察

组（60例），对照组慢性肝病患者运用传统健康教

育方式，患者年龄≥19 岁，≤60 岁，平均年龄为

（42.36±4.23）岁，患者男女比例为（32:28）；而

观察组慢性肝病患者需要在此基础上运用微信健康

教育方式，患者年龄≥20岁，≤62岁，平均年龄为

（43.96±3.96）岁，患者男女比例为（33:27），两

组患者基础资料差异较小，不具有实际统计意义（P
＞0.05）。纳入标准为:（1）患者文化水平初中以上。

（2）年龄在 18岁以上。（3）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

排除标准为:（1）出现肝脏衰竭患者。（2）不能坚

持完成研究者。

1.2 方法

给予对照组慢性肝病患者传统健康教育方式，

需要临床护理人员对入院患者进行健康教育、科室

环境介绍、用药指导、饮食护理以及制定运动方案

等[2]。患者出院时需要进行出院指导，每隔两周由责

任护士进行电话回访一次，主要询问患者康复状况，

嘱咐患者定期回医院复查[3]。而观察组慢性肝病患者

需要在此基础上借助微信进行健康教育，具体实施

如下：（1）成立微信健康教育小组，由科室护士长

担任微信健康教育小组组长，选取科室内 5 名临床

经验丰富、沟通能力、责任意识较强的护理人员作

为小组成员，主要负责日常微信健康教育、短信编

辑以及发放等。此前需要添加参与研究的慢性肝病

患者微信，由护理人员每周一统一发放关于疾病的

小知识，并定期询问患者康复状况，耐心回答患者

提出的疑问。针对日常反馈较好的患者给予言语鼓

励，对于反馈差的患者加强沟通交流。此外，还可

以为该部分慢性肝病患者建立微信群，方便患者之

间沟通交流，共同探讨关于疾病的问题[4]。（2）出

院健康教育指导，需要临床护理人员借助微信平台

向患者询问服药状况、病情恢复状况、睡眠、饮食

以及日常活动等，根据患者具体反馈内容进行有效

指导。（3）每周日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内容推送，

具体推送内容包括慢性肝病临床症状、饮食方案、

运动方案、疾病预防以及乙肝五项检测解读等。（4）
一对一问题解答，慢性肝病患者可以借助微信平台

随时向护理人员提出问题，对于比较简单的问题护

理人员可以借助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解答，如果遇

到比较复杂的疾病问题，护理人员可以寻求临床医

师的帮助，互相沟通后向患者回答问题。如果病情

比较严重，需要告知患者入院检查[5]。（5）心理疏

导，慢性肝病患者需要长时间借助药物治疗，病情

会反复出现，导致多数患者具有焦虑、抑郁不良情

绪。临床护理人员可以不定期向患者微信推送积极

向上的文章，缓解患者不良情绪，使其积极应对治

疗。此外，还可以在节日时推送问候的话语，让患

者感觉自身处于被关心的状态中。

1.3 观察指标

观察组与对照组慢性肝病患者数据评价以腹部

症状、疲劳程度、系统症状、自我概念、自我责任

感、自我护理技能以及健康知识水平等为主要数据

评价标准。

1.4 统计学处理

观察组与对照组慢性肝病患者研究数据需要通

过 SPSS22.0软件进行统计处理，（n）为计数资料，

腹部症状、疲劳程度、系统症状、自我概念、自我

责任感、自我护理技能以及健康知识水平使用（分）

来表示，采用 t 进行数据检验，两组数据存在差异

时，以（P＜0.05）为具有可比性。

2结果

2.1
表 1 两组慢性肝病患者生活质量对比（分）

组别
腹部

症状

疲劳

程度

系统

症状

活动

能力
情感

观察组
19.12
±2.08

28.65
±3.56

27.68
±3.08

17.63
±2.36

41.36
±3.96

对照组
14.63
±2.36

22.63
±3.68

24.65
±2.84

14.85
±1.96

33.96
±3.81

X2 7.365 6.324 4.528 3.651 7.852

P值 ＜0.05 ＜0.05 ＜0.05 ＜0.05 ＜0.0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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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自我护理能力对比（分）

组别
自我

概念

自我

责任感

自我

护理技能

健康

知识水平

观察组
25.36±
3.15

16.85±
2.63

36.12±
4.36

60.32±
4.96

对照组
16.35±
3.65

12.64±
3.54

25.36±
3.69

48.96±
4.85

X2 13.685 6.352 12.962 11.852

P值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慢性肝病主要是由肝炎病毒造成的肝脏损害，

该疾病治疗周期比较长，病情反复出现，逐渐加重，

严重降低患者生活质量与机体健康水平。因此，提

升慢性肝病患者生活质量已经成为医学专业人士研

究的主要方向。临床在对慢性肝病患者护理过程中，

主要是对其进行传统健康教育，教育内容主要包括

饮食指导、用药护理以及疾病方面知识等，院内实

施状况较高[6]。而患者在出院后无法直接与医护人员

沟通交流，关于疾病方面的知识不能询问专业人员，

在饮食、用药方面未能合理控制，进而导致病情反

复出现。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微信被广

泛应用于生活中，为了提升慢性肝病患者生活质量、

自我护理能力，可以借助微信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

本次研究对部分慢性肝病患者运用微信进行健康教

育，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慢性肝病患者腹部症状、

疲劳程度、自我护理技能以及健康知识水平明显优

于对照组患者，组间差异显著（P＜0.05），说明采

用微信健康教育方式可以提升患者生活质量、自我

护理能力。出现该种状况的原因是微信健康教育方

式可以定期向患者推送关于疾病的知识，提升患者

疾病认知度，病情防护能力。此外，还可以及时解

答患者提出的问题，解除患者心中疑惑，必要时及

时就诊。并且护理人员会不定期推送心理疏导文章、

节日祝福，缓解患者不良情绪[7]。

综上所述，针对慢性肝病患者运用微信健康教

育方式可以有效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自我护理能

力，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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