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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健康教育对高血压预防效果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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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早期健康教育对高血压预防效果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以 120例高血压患者为

对象，研究时间是2018年6月到2020年6月，分为参照组60例与研究组60例，参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研究

组应用早期健康教育，对比护理效果。结果：研究组血压自我控制有效率高于参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研究组合理饮食率、戒烟忌酒率、适量运动率均高于参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组

护理后生活质量水平更高，P<0.05。结论：高血压患者应用早期健康教育，对血压恢复具有积极意义，有助

于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还可有效改善生活质量，护理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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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early health education on hypertension preven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Methods: 12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as the object, the research time is from June 2018 to June 
2020, divided into the reference group of 60 cases and the study group of 60 cases, the reference group used routine 
nursing, the study group used early health education, compared the nursing effect. 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e of blood 
pressure self-control in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P<0.05). The diet management 
rate, smoking cessation rate and moderate exercise rate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after nursing,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early health education in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blood pressure recovery, helps 
patients develop good living habits, an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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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为临床常见慢性疾病，发病率较高，在

早期无特异性症状，随着病程延长，出现眩晕、心

悸等症状，需及时给予有效治疗，避免病程延长引

发脏器弥散性损害，严重者出现死亡 [1]。当前，我

国高血压发病率不断升高，需加强其管理，重视有

效治疗。高血压患者因长期用药，治疗依从性差，

高血压控制效果不佳，患者因缺乏疾病知识，在归

家治疗中自我管理能力差，需重视高血压患者的健

康宣教。本文将以近年来 (2018年 6月到 2020年 6
月 )120例患者为对象，探究早期健康教育对高血压

预防效果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以 120例高血压患者为对象，研究时间是 2018
年6月到2020年6月，分为参照组60例与研究组60
例。在参照组，34例男性，26例女性；年龄是 43
～78岁 (58.68±5.35)。研究组，32例男性，28例女

性；年龄是 41～76岁 (58.46±5.17)岁。纳入标准：

使用颈动脉超声、血压监测等，确诊疾病；认知正

常；熟知本研究，自愿参加。排除标准：合并心血

管疾病，脑梗死，脑出血；资料不全；继发性高血

压；严重并发症或高血压危象等情况；不配合研究

者。两组患者的年龄、血压等资料对比分析，差异

P>0.05。
1.2方法

参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由医护人员向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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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药物的正确使用方法，包括服用方法、保存方

法，以及可能存在的不良反应。在出院后 7天，由

护理人员实施电话随访，对患者用药情况进行了解。

研究组患者实施早期健康教育：患者在门诊就

诊时，由医护人员发放医院制定的健康知识手册，

内容包括疾病的治疗方案、护理方案、注意事项等，

掌握疾病预防、治疗、护理等知识，以及注意事项。

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给患者观看，通过生动、通

俗易懂视频，提高疾病认知。采用一对一方式讲述

疾病知识，由医护人员与患者面对面交流，询问病

情，通过沟通指出患者的认知误区，解释知识要点，

说明具体措施与自我护理知识。定期开展健康知识

讲座，邀请经验丰富的专家授课，并组织患者听课，

系统、全面的讲述疾病知识，包括发病原因、检查

方法、治疗方法、护理方法等，强调注意事项。另

外，社区工作人员采用入户随访方式、电话随访等

方式，了解患者治疗情况。健康教育内容：需低脂

低盐、高蛋白质、低胆固醇饮食：了解患者实际情

况，明确血压升高产生原因，结合患者的用药史、

疾病史，配合有关检查，确定治疗方案；指导患者

用药，向患者讲述药物有关知识，包括药物作用、

治疗效果、注意事项等，要求患者按时、按量用药，

不可擅自停药、减少药物服用剂量。向患者讲述睡

眠的重要性，要求患者早睡早起，保持睡眠充足。

指导患者进行有氧运动，包括跑步、散步、打太极、

游泳等，结合患者的身体状态制定运动方案，初始

运动量不可太大，不断增加运动量，循序渐进。

1.3观察指标

评估血压自我控制有效率，监测患者的舒张

压、收缩压，其中舒张压低于 90mmHg，收缩压低

于140mmHg，即为显效；血压明显下降，但未恢复

正常水平，即为有效；不满足以上情况，即为无效。

统计健康生活方式，包括合理饮食、戒烟戒酒、适

量运动。评估患者的生活质量，采用SF-36量评估，

共0-100分，其中100分表示生活质量最佳，0分表

示最差。

1.4统计学方法

选择SPSS20.0分析，计量资料、计数资料使用 t
检验、χ2检验，P<0.05，统计学意义存在。

2结果

2.1比较血压自我控制率

参照组实施常规护理，研究组应用早期健康教

育，血压自我控制率比较：研究组血压自我控制有

效率高于参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如

表1。

表1　血压自我控制率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研究组 60 24(40.00) 28(46.67) 8(13.33) 52(86.6)

参照组 60 21(35.00) 22(36.67) 17(28.33) 43(72.67)

χ2 - - - - 4.8945

P - - - - 0.0417

2.2比较健康生活方式

参照组实施常规护理，研究组应用早期健康教

育，健康生活方式比较：研究组合理饮食率、戒烟

忌酒率、适量运动率均高于参照组，P<0.05。如表2。

表2　健康生活方式比较 [n(%)]

组别 n 合理饮食率 戒烟忌酒率 适量运动率

研究组 60 50(83.33) 47(78.33) 51(85.00)

参照组 60 34(56.67) 28(46.67) 27(45.00)

χ2 - 5.9566 5.4853 6.8454

P - 0.0283 0.0311 0.0214

2.3生活质量水平结果比较

参照组实施常规护理，研究组应用早期健康

教育，生活质量比较：对于护理后生活质量评分，

研究组为 (92.86±6.54)，参照组为 (82.85±6.17)，
P<0.05。如表3。

表3　生活质量调查结果 [(x±s)分 ]

组别 n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60 73.29±6.87 92.86±6.54

参照组 60 73.95±6.64 82.85±6.17

t - 0.5734 7.8945

P - 0.6975 0.0000

3讨论

近年来，高血压发病率逐渐升高，人们更加重

视老年高血压的慢性病管理模式。高血压属于心脑

血管疾病，表现为脉压增大、收缩压升高等，影响

患者生命安全 [2]。且高血压患者伴随很多高危因素，

威胁患者生命安全。因此，高血压患者在治疗过程

中，应当指导患者养成良好生活方式与习惯，促进

疾病的治疗 [3]。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仅仅采用口

头教育，患者无法明确掌握疾病知识，充满疑虑与

担忧，内心需求不能被满足，不了解正确饮食、运

动方式，无法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对疾病治疗十

分不利 [4]。因此，应当重视高血压患者的健康教育

宣教。本次研究中，研究组患者采用早期健康教育，

自患者入院便开展健康教育，采取健康知识手册、

面对面交流等方式开展，内容包括饮食、用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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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等，及时纠正患者的不良认知，确保患者能够正

确认识疾病，并熟练掌握治疗过程中的饮食禁忌、

注意事项等，改善治疗效果 [5]。另外，高血压患者

在充分掌握疾病有关知识以后，焦躁、抑郁等负性

情绪可有效消除，并积极面对疾病，遵医嘱用药，

确保药效达到最佳效果 [6]。本次研究证实了早期健

康教育具有显著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高血压患者应用早期健康教育，对

血压恢复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患者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还可有效改善生活质量，护理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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