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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

动机性访谈结合跨理论模型在冠心病住院患者
护理中的应用
陈晓

李华

朱慧芬

蔡蔚

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发展，冠心病发病
率不断上升，已成为影响老年人群生活质量的重要
因素之一。冠心病主要是由于生活方式不良所导
致的疾病[1]，既往通过健康教育等常规护理措施，在
改变患者生活方式等方面已取得一定效果，但大部
分患者虽然自我康复意识较强，但自我管理能力较
差，因此就需要采取相应的护理模式帮助其促进健
康行为的产生和维持。动机性访谈[2]是以患者为中
心的人际沟通方法，跨理论模型[3] 是个体行为改变
的一种预测性理论模型，两者已在健康行为领域取
得良好干预效果。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对冠心病住
院患者应用了动机性访谈结合跨理论模型进行管
理，旨在帮助患者掌握各项护理技能和健康知识，
从而改变不良行为，达到提高护理质量目的，效果
满意，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表1
组别

n

性别（男/女）

年龄/岁

观察组

84

65/19

对照组

84

59/25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文化程度/例（%）

心脏支架手术/例（%）

26（30.95）

18.35±3.14

17（20.24）

20（23.81）

18.72±3.06

24（29.63）

大学及以上

60.99±8.17

58（69.05）

61.21±8.68

64（7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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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程/月

中学及以下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应用常规护理模式，即在冠心病患
者住院期间，由责任护士实施心内科的常规护理，
包括按护理级别观察病情、用药护理、专科护理、心
理护理、健康教育、出院指导等。例如专科护理包
括介入手术术前、术后的护理；健康教育包括冠心
病病因、诊断及治疗等疾病相关知识宣教；出院指

医院心血管内科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12 月于温州医
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住院治疗的冠心
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符合世界卫生
组织/国际心脏病学会制定的冠心病诊断标准且心
功能Ⅰ～Ⅲ级；②意识清楚，具有一定沟通、阅读和
理解能力；③知情同意且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
准：①合并恶性肿瘤、脑血管意外及恶性高血压等
疾病者；②具有严重认知功能障碍、心理性疾病及
既往精神病史；③提前出院或转院、
出现不良事件等
各种原因未完成整个研究过程者。其中男性 124 例、
女性 44 例；
年龄 35～74 岁，
平均年龄（61.10±8.43）岁；
中学及以下122例、
大学及以上46例；
病程5～26月，
平
均（18.54±3.10）月；
有心脏支架手术 41 例。本研究属
于前瞻性研究，
采用数字表随机法，
将患者分为观察
组与对照组，
各 84 例。观察组与对照组各项一般情况
见表 1，
两组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

浙江温州，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导包括复诊、饮食及运动的指导等。
1.2.2 观察组 在对照组的基础之上，应用动机性
访谈结合跨理论模型进行冠心病患者的护理管理，
即通过动机性访谈理解行为改变的过程，根据所处
行为改变的 5 个阶段，以跨理论模型为促进行为改
变提供具体的帮助和指导。入院时采用一对一的
形式进行 20～60 min 的访谈，主要包括饮食、运动、
用药、戒烟限酒等内容。①前意向阶段：进行开放
性提问，鼓励患者表达，获取其内心想法、感受等信
息；通过表达移情，与患者建立良好关系，对其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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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表示理解，并告知与疾病的相关性及危害性。
例如：与患者共同探讨目前饮食习惯的产生原因，
给予理解并告知高盐、高胆固醇的饮食对冠心病的
危害及合理饮食的好处。②意向阶段：整个访谈过
程中，对患者进行陈述的勇气、所获取的支持系统、
行为改变中的健康行为等给予肯定；通过发展冲
突，激发患者的行为改变动机，引导其认识现存不
良行为对疾病的危害性及行为改变的益处。例如：
告知患者食盐摄入过多、胆固醇摄入过多等不良饮
食习惯对血压和血脂的危害，以及健康饮食对冠心
病的益处，鼓励其权衡利弊，激发行为改变的动机。
③准备阶段：进行反馈式倾听，鼓励患者自我探索，
并印证是否准确理解其陈述内容，增强行为改变动
机；通过继续激发患者的行为改变动机，协助其确
立短期、长期的目标并制定改变方案。例如：患者
具有合理饮食的打算，但不了解具体的食盐、脂肪
等摄入量，在此期间告知其常见食品中钠盐、胆固
醇的含量，同时指导使用控盐、控油等物品，协助其
共同制定饮食计划。④行动阶段：进行阶段性总
结，对患者行为改变的重点问题、现存问题与期待
目标的差距进行提炼；对患者行为改变给予肯定，
告知其遇到阻抗为正常情况，同时协助其寻找解决
问题的方法。例如：患者开始实施具体的饮食计
划，在此期间鼓励其多食用低盐、低脂的食品，对其
所做努力给予鼓励，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寻求家属的
表2
日常生活管理

组别

管理前

管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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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和帮助。⑤维持阶段：引导自我阐述，陈述自
我行为改变的动机；对患者所获得成绩给予鼓励，
增强自我效能感，同时支持家属建立良好的外围环
境，避免患者不良行为复返。例如：患者已坚持健
康饮食，鼓励其对自身血压等改变进行比较，激发
其坚持行为的积极性，如出现复返则与其共同寻找
原因，
给予针对性的措施。
1.3 观察指标 ①在管理前（入院时）、管理后（出
院前 1 天）进行自我管理行为调查：使用自行设计的
冠心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量表，Cronbach’s α 系数
为 0.91。采用李克特 5 级评分法，各条目评分相加
即得总分，再乘以 1.25 取整数部分即得 100 分制的
标准分，评分越高则个体自我管理行为越好。②在
出院前 1 天进行满意度调查：采用李德华等[4]设计的
住院患者满意度调查问卷，
共 84 个条目，
各条目评分
等级分为非常满意（5 分）、
满意（4 分）、
一般（3 分）、
不
满意（2 分）、非常不满意（1 分）。满意率=（非常满意
条目数+满意条目数）/总条目数×10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软件 SPSS 19.0 分析数据，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描述，经成组 t 检验；
计数资料以例（n）和构成比（%）描述，经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管理前后自我管理行为评分调查见
表2

两组患者自我管理行为评分比较/分

疾病医学管理
管理前

情绪认知管理

管理后

管理前

总分

管理后

管理前

管理后

观察组

65.72±2.28

90.78±2.86* 62.78±2.10

81.90±2.52* 62.68±2.14

82.52±2.53* 69.47±5.10

85.28±5.23*

对照组

65.82±2.11

81.84±2.65

72.82±3.24

73.46±2.62

76.34±4.14

62.22±1.96

注：
*：
与对照组管理后比较，
P＜0.05。

由表 2 可见，管理前，两组自我管理行为各项评
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分别=0.30、1.79、1.62、
0.80，P 均＞0.05）；管理后，观察组各项评分均高于
表3

62.16±2.01

68.19±4.04

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 分别=21.01、20.27、
22.80、22.25，
P 均＜0.05）。
2.2 两组患者满意度调查见表 3

两组患者满意度评分及满意率比较

组别

医护人员
技术水平/分

医患沟通
及态度/分

患者知情
与隐私保护/分

环境安全
与后勤服务/分

患者满意率/%

观察组

93.48±2.69*

92.60±2.84*

94.06±2.25*

90.76±3.02*

96.43*

对照组

84.24±3.03

83.64±2.75

86.20±2.74

81.94±2.56

86.90

注：
*：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由表 3 可见，观察组各项满意度评分及满意率

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 分别=2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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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7、20.32、20.42，
χ2=4.99，
P 均＜0.05）。
3 讨论
冠心病是由于冠状动脉功能性改变或痉挛，引
起心肌缺血缺氧甚至坏死的一种心脏疾病，维持健
康行为对患者预后具有重要作用[5]。动机性访谈是
研究者指导、帮助患者探索和解决自身矛盾情绪，
从而激发行为改变动机，达到改变不良行为的目
的。跨理论模型是研究者根据个体对行为改变的
意愿，在行为改变过程的 5 个阶段提供相应指导和
帮助。故本次研究尝试将动机性访谈与跨理论模
型相结合，并探讨了对冠心病住院患者护理质量管
理的影响。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两组管理前自我管理行为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观察组管理后
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说明动机性访谈
结合跨理论模型可有效增强患者自我管理行为，此
外，观察组患者满意度评分及满意率亦明显高于对
照组（P＜0.05），说明该模式对提高冠心病住院患者
护理质量具有较为理想的效果，这与相关研究结果
[6～8]具有一致性，提示以动机性访谈为理解行为
改变的过程提供框架，以跨理论模型为促进行为改
变的过程提供具体途径，可使临床护士在冠心病患
者住院期间，为其提供全程、优质的护理服务，从而
达到增强自我管理行为、提高护理质量、增进护患
和谐的目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冠心病患者由于缺
乏相关知识获取途径，并随着时间流逝逐渐淡忘住
院期间所获得知识，因此出院后自我管理水平较
低。本次研究中运用动机性访谈激发患者行为改
变动机，运用跨理论模型提供患者行为改变的具体
途径，可有效增强冠心病患者饮食、运动、用药、生
活等各方面的健康教育等护理措施，使其认识到低
盐低脂饮食等的重要性，同时协助患者家属为其创
建良好的环境，促进患者坚持良好的行为习惯，逐
渐增强自我管理行为。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公众对医疗护理服务
的需求也随之增高，从患者到医院看病、住院的过
程中，不仅是单纯的治疗疾病，同时希望从医护人

员方面获取相关疾病知识。本研究运用的动机性
访谈理论，与常规健康教育不同，其以患者为中心，
在该思想的指导下，可充分调动护理人员的主观能
动性，同时运用动机性访谈常用的人际沟通技巧，
了解冠心病住院患者的实际需求，有利于在护理服
务的过程中明确护理质量管理问题，通过护理人员
的专业行为采取可持续改进措施，实现对患者心
理、生理、社会等全面的护理服务，进而最大程度地
提 高 患 者 满 意 度 ，促 进 护 理 质 量 管 理 水 平 持 续
提升。
综上所述，动机性访谈结合跨理论模式可改善
冠心病住院患者的不良行为习惯，提高患者自我管
理行为水平，有利于促进护理服务质量提升，对改
善患者预后等具有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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