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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平台健康教育在出院脑卒中患者延续护理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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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微信平台健康教育在出院脑卒中患者延续护理应用效果。方法：选取 2018年10月
~2020年 10月期间脑病科收入脑卒中患者200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各100例，对照组：常规护

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微信平台健康教育，比较两组护理效果。结果：护理前，两组疾病知识

水平、ADL评分无显著差异 (P>0.05)，护理后，观察组疾病知识水平、ADL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

(P<0.05)；观察组依从率为95.00%，高于对照组85.00%，两组差异显著 (P<0.05)。结论：脑卒中患者基于

微信平台延续护理实施下，可提高患者疾病知识掌握能力及依从性，且自理能力显著提升，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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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WeChat-based health education in discharged stroke 
patients. Methods: 200 patients(2018.10-2020.10)in encephalopathy department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n=100, routine care)and observation group(n=100, routine care and WeChat-based health education). 
Nursing effects were probed. Results: After care, illness knowledge mastery degree and ADL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P<0.05); nursing complianc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95.00%)
was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85.00%)(P<0.05). Conclusion: WeChat-based health education is clinically proven 
to be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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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为临床常见急性脑血管疾病，因患者脑

部血液突然破裂引起血管阻塞，血液无法流入大脑

所致一类疾病，对患者生命安全造成威胁，临床致

残率、病死率偏高。因此，对上述患者采取合理延

续护理干预可显著改善预后，提升生活质量 [1]。研

究指出 [2]，脑卒中患者实施延续护理干预利于患者

生活能力恢复，生活质量提升。目前延续护理模式

多采取电话随访，定期上门随访等方式，伴随着现

代化网络通讯行业不断发展，微信不断应用于人们

日常生活沟通及联系中。本次研究基于微信平台下

实施健康教育延续护理干预，旨在恢复患者独立生

活能力及提高疾病知识水平，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年 10月~2020年 10月期间脑病科收

入脑卒中患者200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

各 100例，纳入标准：①纳入对象年龄 25~65岁；

②首次发病，自身神志清楚，生命体征平稳；③住

院天数>7天；④纳入对象或家属可应用微信软件；

⑤知晓本次研究内容，并自愿参与。排除标准：①

伴有意识障碍、认知障碍；②伴有影响研究开展相

关疾病，如心、肝、肺等。对照组中男65例，女35
例，年龄42~65岁，平均 (53.6±4.4)岁，观察组中

男64例，女36例，年龄40~65岁，平均 (54.2±4.5)
岁，两组一般资料无显著差异 (P>0.05)。

1.2 方法

所有患者入院期间均予以相应健康宣教，对照

组予以常规护理，患者出院时，主治医师及其主管

护士依据患者自身病情状况合理制定出院期间，并

发放相关宣传手册及其出院计划，要求主管护士定

期经电话随访。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微信平

台健康教育，具体如下：①建立微信平台及其微信

护理团队：基于微信平台下建立“仙葫脑卒中健康

教育平台”微信公众账号，建立科室专用微信群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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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仙葫脑卒中之家”。参与人员为主管护师、护

师、护士以及护理长和脑病科医师。团队成员要求

统一培训，如沟通协调能力、延续护理相关内容，

掌握微信软件应用方法。②与患者建立联系：基于

科室印发仙葫脑卒中健康教育平台”和“仙葫脑卒

中之家”的二维码和功能简介，帮助患者及其家属

添加，公众号内容为推送疾病相关知识及其健康教

育，微信群为患者解决出院后患者生活中所遇到问

题，定时解答，为患者提供个性化指导。③功能及

推送内容：每周推送关于脑病科脑卒中相关疾病知

识，内容上选定视频、图片及文字形式，主治医师

选材，经科主任审核同意，统一由护师及主治医师

制作完成并发送，护士长定时监督。对其内容制定

上涵盖脑卒中发病、先兆症状、预防、药物治疗相

关知识及其服用方式、不良反应及其防范、偏瘫患

者康复等。每周四时，科室医生会举办关于脑卒中

健康疾病知识讲座，每周专家坐诊信息等。为脑卒

中病友之间提供相互交流平台，接受患者咨询，有

利于实施个性化指导，了解反馈意见。④干预的时

间和频次：“仙葫脑卒中健康教育平台”每周推送2
次内容，“仙葫脑卒中之家”第1个月内对每位患者

实施每周 1次个性化指导，以后每 2周1次，持续3
个月。

1.3 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护理前后疾病知识水平掌握情况，

采取自制调查量表，包括用药、疾病知识掌握、并

发症防范及康复指导等，总分 100分，分值越高，

患者掌握程度越高。日常生活能力评分 (ADL)[3]，

总分100分，分值越高表明患者生活自理能力越高。

(2)比较两组依从性，分为以下三类标准 [4]：完全

依从：患者出院后可自行服药及其康复锻炼，部分

依从：需要家人提醒下自行服药及康复锻炼，不依

从：家人提醒下不愿意自行服药及康复锻炼，(完
全依从＋部分依从 )/例数×100%=总依从率。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8.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用 x±s 表
示，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采用χ2

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疾病知识水平及ADL评

分比较

护理前，两组疾病知识水平、ADL评分无显

著差异 (P>0.05)，护理后，观察组疾病知识水平、

ADL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 (P<0.05)，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疾病知识水平及ADL评分比较

[(x±s)分 ]

组别
疾病知识水平 ADL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65.69±6.45 85.69±7.48 56.69±6.45 78.96±7.48

对照组 64.89±6.38 66.56±6.15 56.74±6.54 64.56±7.12

t 0.882 19.755 0.054 13.944

P 0.379 0.001 0.957 0.001

2.2 两组护理后依从性比较

观察组依从率为95.00%，高于对照组85.00%，

两组差异显著 (P<0.05)，见表2。

表2　两组护理后依从性比较 (n, %)

组别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依从率 (%)

观察组 (n=100) 68 27 5 95(95.00)

对照组 (n=100) 52 33 15 85(85.00)

χ2 - - - 5.556

P - - - 0.018

3 讨论

随着我国医学技术不断发展，脑卒中患者死亡

率呈现下降趋势，但致残率仍然处于较高水平，部

分出院患者伴有吞咽困难、失语以及偏瘫等功能障

碍，严重影响患者日常生活质量。基于上述人群，

临床多采取延续性护理措施干预，帮助患者提高日

常护理能力和依从性，改善后续生活自理能力 [5-6]。

随着网络发展大背景下，微信管理平台应运而生，

目的为患者提供延续性护理服务，可满足病人出院

后护理需求，提升患者依从性及自理能力。

脑卒中因运动、感觉通路障碍造成本体感觉功

能障碍，影响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随着出院时间不

断延长，脑卒中患者对疾病相关知识逐渐淡化，自

我效能水平偏低，影响后续康复。文章研究指出，

基于微信平台延续性护理模式开展，患者疾病知识

水平及自理能力显著高于常规护理患者，P<0.05。
微信平台基于微信下，通过图片、视频以及文字形

式，可直观形象解决患者居家所遇到问题。当患者

自理能力提升，可积极参与配合治疗及康复。通过

专业化持续健康指导，对患者和家属进行督促，提

高患者自理能力。文章表 2得出，患者依从性显著

高于对照组，P<0.05。脑卒中患者年龄较大，文化

程度偏低，对脑卒中知识认知程度有限，对康复锻

炼及规律用药重要性认识不足，加之医护人员缺乏

系统化出院指导，依从性偏低影响患者康复治疗。
( 下转第 16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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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平台提供长期有针对性个体化健康指导，提高

和巩固患者及其家属对脑卒中疾病认识，及时予以

提醒和督促，科学保健及自我保健方法，能促使患

者积极主动参与肢体锻炼，提高遵医嘱行为。

综上所述，脑卒中患者基于微信平台延续护理

实施下，可提高患者疾病知识掌握能力及依从性，

且自理能力显著提升，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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