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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老年脑卒中患者危险知识、危险信念与行为改变的关系。 方法：采用脑卒中危险知识问卷、脑卒

中危险信念问卷和脑卒中行为改变问卷对 241 名老年脑卒中患者施测。 结果：①老年脑卒中患者危险知识整体上处

于较低水平；②老年脑卒中患者卒中后在生活方式和遵医服药上均做出了显著性的改变，但行为改变的程度仍有待

提高；③危险因素知识与生活方式改变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 危险信念与生活方式改变及遵医服药之间呈显著正相

关。 危险信念在老年脑卒中患者危险因素和生活方式改变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结论：老年脑卒中患者的危险因素和

危险信念对其行为改变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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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knowledge, risk belief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behavior
change of senior stroke survivors. Methods: 241 stroke survivors were successfully investigated with Stroke Risk Aware鄄
ness Survey Questionnaire, Stroke Risk Knowledge Survey Questionnaire and Stroke Behavior Change Inventory. Results:
①Senior stroke survivors had low scores of risk knowledge; ②Stroke survivors dramatically changed all the modifiable
stroke risk factors, but were described as suboptimal; ③Risk factors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lifestyle change; risk
belief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lifestyle change and medicine compliance; and risk belief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factors and lifestyle change. Conclusion: Risk factors and risk belief ca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senior stroke survivors’ behavior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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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是多种脑血管疾病的严重表现形式，而

老年人是这一疾病的高发人群，脑卒中的发病率、患

病率和死亡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 加 [1]，这使得老

年脑卒中患者的康复问题成为当 前备受关注 的领

域。 而脑卒中相关可改变的危险因素是患者康复或

疾病管理的重要内容。研究表明，脑卒中患者再次发

作的可能性是普通人群的 15 倍 [2]，脑卒中后 1 年复

发率约为 11%[3]，约有 1/4-3/4 的患者在 2-5 年内复

发 [4]，尤其那些有超过 1 种临床或行 为危险因素 的

脑卒中患者复发的可能性更会大大增加。 脑卒中复

发的危害性远较首次发作严重， 这将会严重威胁到

患者的生命与健康。 影响脑卒中发作的危险因素分

为可以改变的和不可改变的两种类型， 比较公认的

可改变因素有抽烟、锻炼、房颤、心脏病、 糖尿病、高

血压、肥胖、过量饮酒、高血脂、服药依从及压力等[5]。
而且， 脑卒中可改变危险因素的治疗与管理可以有

效降低脑卒中的复发率 [6，7]，从而提高患者的恢复质

量和生活质量[8，9]。
脑卒中患者危险意识与行为改变的关系得到许

多研究的证实[10-12]。 但文献分析发现，这些研究所强

调的危险意识主要侧重于对脑卒中发作的潜在危险

因素及其预警症状等危险知识的掌握， 而对于脑卒

中患者所拥有的危险信念在健康行为促进上的作用

并未得到充分重视。 实际 上， 包括健康 信念模型

（HBM）和保护动机理论（PMT）等健康行为促进理论

都强调了个体的信念和态度在健康行为改变中的重

要性，并广泛应用于各种慢性疾病如糖尿病 [13]、心脏

病[14]、高血压 [15]等健康行为促进中。 Sullivan 等人认

为， 侧重知识传授的教育方式可能并不足以促使脑

卒中患者提升健康行为， 即具有丰富知识的患者并

不总是改变其行为以降低复中的危险性。 脑卒中患

者信念和态度在其行为改变上的预测作用在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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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中仅得到部分支持[5]。 这就提示，危险知识

对行为改变的影响除直接作用外， 可能还存在通过

危险信念的间接作用。 本研究将探讨老年脑卒中患

者的危险知识（包括危险因素和预警症状）、危险信

念与行为改变之间的关系， 以及危险信念可能起到

的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和滚雪球等方式，从北京、天津、
山东和湖南等地调查老年脑卒中患者。 选取标准：
①符合 1995 年全国第四届脑卒中学术会议通过的

脑血管病诊断标准，经颅脑 CT 或 MRI 确诊；②年龄

大于或等于 60 岁； ③无明显失语及严重认知障碍；
④无精神障碍病史； ⑤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自愿参加

并能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接受调查。
共收回问卷 278 份，有效数据 241 份，有效率为

86.7%。 其中，缺血性脑卒中 203 人，出血性脑卒中

38 人；年龄平均 72.83±6.95 岁；病程平均 6.09±6.95
年；男 性 138 人，女 性 103 人；文 盲 70 人，小 学 89
人，中学或中专 66 人，大学以上 16 人；共患高血压

172 人，高血脂 81 人，心脏病 70 人，糖尿病 50 人，
房颤 25 人，抽烟史 122 人，饮酒史 84 人。
1.2 研究工具

1.2.1 脑卒中危险知识问卷 由 Kelly 和 Robinson
等人 [16]根据美国心脏联合会电话问卷改编而成，用

于测查脑卒中患者危险知识的掌握情况。 包括危险

因素和预警症状两大部分，危险因素部分列出了 12
个可供选择的危险因素， 其中 9 个是被公认的脑卒

中发作的危险因素（包括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压

力、卒中史、抽烟、肥胖、高胆固醇和过量饮酒）。每题

回答正确得 1 分，错误或不知道计 0 分，然后将各题

得分求和得到危险因素的总分， 最高得分 12 分；而

预警症状部分由 8 个可能的脑卒中发作迹象和症状

组成，其中 5 个为公认的脑卒中发作预警症状（包括

脸、手或腿部乏力或麻木；单眼或双眼视物不清；说

话或理解言语困难； 头昏眼花； 未知原因的严重头

痛）。每题回答正确得 1 分，错误或不知道计 0 分，然

后将各题得分求和得到预警症状总分， 最高得分 8
分。 本研究中，两个分问卷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

0.86 和 0.62。
1.2.2 脑卒中危险信念问卷 依据健康信念模型和

保护动机理论等健康行为促进的有关理论， 在参考

Sullivan 和 Waugh 研究的基础上自编脑卒中危险信

念问卷。 内容涵盖脑卒中发作的易感性和严重性两

个方面， 由被试判断其所知觉到的脑卒中复发的危

险性。 共 3 个项目，采用 4 点计分，从 1“很不同意”
到 4“很同意”，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知觉到的脑卒中

发作的危险性越大。
1.2.3 脑卒中行为改变问卷 脑卒中行为改变问卷

（Stroke Behavior Change Inventory，SBCI）由 Sullivan
和 Waugh 制定[5]。 共 12 个项目，用于测查脑卒中患

者卒中前后在可改变的危险因素上的改变程度。 包

括生活方式和遵医服药两个部分，采用 5 点计分，从

1“从未遵医”到 5“总是遵医”。 遵医服药部分需要根

据是否有此共病来填写。项目呈现顺序固定，要求被

试先评估当前（卒中后）行为，再评估卒中前的行为，
以减少被试反应偏向。考虑到老年患者，将 5 点计分

改 为 4 点 计 分，从 1“根 本 做 不 到”到 4“完 全 能 做

到”。问卷测量可以得到卒中前和卒中后两个行为分

数， 每一行为变化分数用其卒中后与卒中前的差值

来表示，分数介于“-3”到“3”之间。

2 结 果

2.1 老年脑卒中患者的危险知识及行为改变特征

老年脑卒中患者在危险因素(5.61±3.50)和预警

症状(5.35±1.80)上整体得分情况见表 1。 其中，老年

患者对心脏病、糖尿病、压力、抽烟、过度饮酒和肥胖

等危险因素与脑卒中发作关系的认识上尤为贫乏。
而对头昏眼花和未知原因的严重头痛等预警症状知

识的了解也较低。 分别以危险知识和预警症状为因

变量，进行 2（性别）×4（受教育水平）方差分析。 结果

表明，在危险知识上，受教育水平主效应达到显著性

水平（F=3.95，P<0.01），性别主效应及交互作用未达

到显著性水平。事后分析表明，大学及以上的老年患

者（9.92±1.01）在危险知 识上显著地 高于 中 学 及 中

专 （6.69±0.57）， 中学及中专的患者显著高于小学

（5.85±0.50）和文盲（4.78±0.58），小学和文盲患者之

间没有显著性差异。 而预警症状的主效应及交互作

用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在行为改变方面，经相关样本 t 检验，老年患者

在所有可改变危险因素上的改变程度都达到极其显

著(P<0.001)。 但老年患者卒中后无论是在生活方式

(0.84±0.65)还是在 遵医服药 (1.19±0.79)方 面仍有待

提高。 分别以生活方式和遵医服药为因变量，进行 2
（性别）×4（受教育水平）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在生

活方式方面， 老年患者在性别 上具有显著 性差异

（P<0.001），而受教育水平主效应及交互作用均未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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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显著性水平。 事后分析表明，男性（1.05±0.62）改

变程度显著大于女性(0.56±0.56)。 在遵医服药方面，
性别和受教育水平主效应及交互作用均未达到显著

性水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1!213456�� (�7� *(�*�

89:� (.*� .����  ;<=� (��� �(�/�
>?@�� ���� 7(�(�
3%A� (./� .(���

BC!DEFGHI�� (�(� �����

JK�� ���� /7�)� L=� (��� ..���
MN�� �.�� /���� OP1Q�� ((�� 7��(�
+RST�� ��*� /��7�
UVWX�� ��(� /.��� YZ[�\]^O=�� �.�� /��7�

_�� (�(� ����� 89‘=� �)�� �/���
a� *��(±/�*)� a� *�/*±(��)�
 

2.2 老年脑卒中患者危险知识、危险信念与行为改

变的相关分析

表 2 显示， 危险因素知识与生活方式改变之间

呈显著的正相关， 与遵医服药之间相关不显著。 而

预警症状知识与生活方式改变及遵医服药之间的相

关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危险信念与生活方式改变

及遵医服药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年龄、性别（虚拟编

码）与生活方式之间均具有显著相关，而与遵医服药

之间的相关均不显著。

表 2 老年脑卒中患者危险知识、危险

信念与行为改变的相关分析

表 3 老年脑卒中患者危险信念的中介效应检验

2.3 老年脑卒中患者危险信念的中介作用检验

根据相关分析结果， 预警症状对行为改变的影

响不再予以考察，进一步分析危险信念在危险知识

（危险因素）与行为改变（生活方式）之间的中介作

用。 控制了年龄和性别的影响，将性别转换成虚拟

变量进入方程。 表 3 显示， 由于依次检验结果都是

显著的，老年脑卒中患者危险信念的中介效应显著。
由于第四个 t 检验结果也是显著的， 所以危险信念

的中介作用是部分中介效应， 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

的比例为 0.307×0.237/0.238=30.57%。

3 讨 论

脑卒中具有高复发的特性，其发作与高血压、高

血脂、心脏病、糖尿病、抽烟、酗酒等因素有关[5]。脑卒

中患者理应准确地掌握脑卒中危险因素及预警症状

等相关的知识， 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脑卒中的再次发

作。 然而，研究发现，处于恢复期的老年脑卒中患者

的危险知识整体上仍处于较低的水平。 老年患者无

论是在危险因素还是在预警症 状知识上 都非常欠

缺。 除高血压(70.1%)外，对于脑卒中相关的公认的

危险因素如心脏病、 糖尿病和高血脂等正确认识的

老年患者尚不足 40%。 预警症状的觉知方面也不容

乐观， 有超过半数的老年患者并未将诸如头昏眼花

和未知原因的严重头痛看作是脑卒中发作的征兆。
这与 Kothari[17]和周成业 [18]等人研究结果相一致。 这

也说明， 脑卒中危险因素及预警症状等相关知识的

教育仍是脑卒中次级预防的重点所在。尤其，对于文

盲及小学文化程度老年患者应予以更多关注。
整体上， 老年脑卒中患者对于公认的可改变危

险因素都做出了显著改变。 这与 Sullivan 等人[5]研究

结果不同，尤其在遵医服药方面。 这说明，我国老年

脑卒中患者已经从主 观上认识到 行为改变的 重要

性，听从医生建议，调整生活习惯，使生活方式变得

更加健康[19]。 但同时，大多老年患者对于脑卒中仍缺

乏必要的预防知识和危险意识，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表 1 老年脑卒中患者危险知识状况(x±s)

注：* 为公认的脑卒中危险因素或预警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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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可改变危险因素和脑卒中发作之间的联系。 因

此， 脑卒中次级预防工作要立足于促使患者在可改

变危险因素上作出积极的行为改变， 倡导健康的生

活方式和遵医服药习惯。
研究显示， 老年脑卒中患者危险知识中的危险

因素知识与生活方式改变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与

遵医服药之间相关不显著。 这支持 Sullivan 等人[5]的

研究结果，而与周成业 [18]等人研究结果不同。 这表

明， 老年脑卒中患者生活方式上的改变是立足于其

所掌握的危险因素知识基础之上， 并非完全是对医

嘱或照料者的被动依从。 由于患者的知识会影响到

健康行为的执行情况 [20]，所以社区卫生与健康教育

要通过各种途径大力推进脑卒中 卫生知识教 育工

作，使老年人知晓脑卒中的危险因素，了解高血压、
糖尿病、 高血脂以及心脏病等疾病的诊断标准与防

治知识。另外，预警症状知识无论是与生活方式还是

与遵医服药之间相关均不显著， 这可能源于预警症

状的主要作用在于缩短脑卒中发作时及时寻求专业

治疗的时间[17]。
研究还发现， 老年脑卒中患者的危险信念与生

活方式改变及遵医服药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并在危

险因素与生活方式改变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可

以解释总效应的 30.57%。 健康信念模型和保护动机

理论注重从认知因素和动机因素角度探讨健康相关

行为促进，都将个体知觉到的“易感性”和“严重性”
作为危险评估的主要内容， 以此增强人们接受健康

行为的可能性。部分中介作用提示，老年脑卒中患者

危险因素知识可以直接预测其生活方式改变， 也可

以通过危险信念来调整生活方式。 老年脑卒中危险

信念的中介作用的验证也为相应临床干预提供了一

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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