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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跨理论模型的居家肺康复方案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
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研究
王丽 1，2，张文博 1，2，毕冰茜 1，2，李娟 1，2
【摘要】

目的

探讨基于跨理论模型（TTM）的居家肺康复方案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中的可行

性和有效性。方法 选取 2016 年 8 月—2019 年 2 月山东省职业卫生与职业病防治研究院呼吸内科收治的 COPD 患者
116 例，采用抛硬币法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每组 58 例。对照组患者接受居家肺康复方案，试验组患者接受基于 TTM
的居家肺康复方案；两组患者均持续干预 24 周。比较两组患者居家运动依从性及干预前后运动行为、肺功能指标〔包
括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FEV1%）、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与用力肺活量比值（FEV1/FVC）〕、6 分钟
步行距离（6MWD）、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评估测试（CAT）评分，并比较两组患者干预期间不良事件发生情况。结果
（1）试验组患者居家运动总体依从率、完全依从率高于对照组（P<0.05）。（2）两组患者干预前运动行为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患者干预后运动行为优于对照组（P<0.05）。（3）两组患者干预前 FEV1%、
FEV1/FVC、6MWD、CAT 评分及干预后 FEV1%、FEV1/FVC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患者干预后
6MWD 长于对照组，CAT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4）两组患者干预期间均未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结论 基于
TTM 的居家肺康复方案在 COPD 患者中安全可行，其可有效提高患者运动依从性及运动耐力，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但
并未明显改善患者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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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ranstheoretical Model（TTM） guided
home-based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program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 Methods
From August 2016 to February 2019，a total of 116 patients with COPD were selected in the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Shandong Academy of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Occupational Diseases，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 group by coin tossing method，with 58 case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received home-based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program，while patients in experiment group received TTM guided home-based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program；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ntinuously intervened for 24 weeks. Exercise behavior，exercise compliance，
index of pulmonary function（including FEV1% and FEV1/FVC），6-minute walking distance（6MWD）and CAT scor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moreover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was observed during
intervention. Results （1）Overall exercise compliance rate and complete exercise compliance rate in experiment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5）.（2）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exercise behavior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P>0.05），while exercise behavior in experiment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after intervention（P<0.05）.（3）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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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FEV1%，FEV1/FVC，6MWD or CAT score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nor was FEV1% or FEV1/
FVC after intervention（P>0.05）；6MWD in experiment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after intervention，while CAT score in experiment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0.05）.
（4）No one in the two groups occurred any serious adverse events during intervention. Conclusion TTM guided homebased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program is safe and effective in patients with COPD，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xercise
compliance，exercise tolerance and quality of life，but it can not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ulmonary function.
【Key words】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Transtheoretical Model；Pulmonary rehabilitation；Home
nursing；Feasibility studies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未进行居家运动或未参与本研究相关干预者。采用抛硬币法

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和高病死率等特点，可严重影响患者

年龄、病程、体质指数、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居住地、医

COPD）是一种以持续气流受限为特征的呼吸系统疾病，具

将所有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每组 58 例。两组患者性别、

的生活质量，增加社会负担，而气流受限呈进行性加重主要

疗费用支付方式、吸烟情况及合并疾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年 世 界 卫 生 组 织（WHO） 统 计 数 据 显 示，COPD 病 死 率 达

卫生与职业病防治研究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所有患

与气道和肺对有毒气体或颗粒产生应激反应有关。据 2013
5.49%，位居世界人口全因死亡率第四位；COPD 发病率高

达 11.4%~26.1%，并呈逐年上升趋势［1］。《慢性阻塞性肺疾

意义（P>0.05，见表 1），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山东省职业
者及其家属对本研究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病诊治指南（2013 年修订版）》［2］ 指出，我国 40 岁以上人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群 COPD 发病率为 8.2%，死亡人数高达 128 万例 / 年。2013

年美国胸科学会（American Thoracic Society，ATS）和欧洲呼

吸 学 会（European Respiratory Society，ERS） 发 布 的《ATS/

ERS 共识：肺康复要点与进展》明确指出，肺康复是一种基
于对患者全面评估并量身定制的综合干预措施，包括但不限

于运动训练、教育和行为改变，旨在提高 COPD 患者生理心
理健康并促使其长期坚持促进健康的活动［3］。肺康复是治疗

COPD 的核心［4］，其能够有效改善 COPD 患者机体状态及生活
质量［5-6］，但患者失访率较高［7-8］、运动依从性不佳［9- 10］，

指标

性别（男 / 女）

年龄（x ±s，岁）
病程（x ±s，年）
2

体质指数（x ±s，kg/m ）
婚姻状况〔n（%）〕
已婚

初中及以下

医疗工作者提供的建议之间的符合程度［10-11］，而肺康复依从

高中

程度可很大程度地影响 COPD 患者肺功能、运动耐力及生活
质量等［12］。PROCHASKA 等［13］ 指出，跨理论模型（TTM）

是综合各种理论而形成的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改变的综合性理
论模型。行为改变是一个循环并连续变化的过程，主要是针
对个体采取与其所处阶段相匹配的干预方案。目前，TTM 已
［14］

成功地应用于膝关节置换术后患者康复
［15］

能康复训练

、骨质增生患者功

并取得良好效果。本研究旨在探讨基于 TTM

的居家肺康复方案在 COPD 患者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现报
道如下。
1

1.1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

农村
城镇
医疗费用支付方式〔n（%）〕
医保
公费
吸烟情况〔n（%）〕
从不吸烟

选取 2016 年 8 月—2019 年 2 月山东省职业

卫生与职业病防治研究院呼吸内科收治的 COPD 患者 116 例，

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学组制定
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2013 年修订版）》［2］中的

COPD 诊断标准。纳入标准：（1）病情稳定且预计 3~5 d 出院；

戒烟
仍在吸烟
合并疾病〔n（%）〕
有

肾等脏器疾病者；（4）正在接受或近半年内接受过系统性康
复干预者。剔除标准：（1）主动要求退出本研究者；（2）

发生不良事件而不适合继续参与本研究者；（3）连续 3 个月

P值

36/22

35/23

0.041

0.849

0.071a

0.940

54.9±3.1

54.1±3.0

1.351a

25.48±1.89

25.52±1.29

0.132

55（94.8）

54（93.1）

8（13.8）

6（10.3）

5.1±2.3

1.2.1

4（6.9）

45（77.6）

15（25.9）

11（19.0）

5（8.6）

5（8.6）

43（74.1）

7（12.1）

47（81.0）

44（75.9）

45（77.6）

8（13.8）

6（10.3）

9（15.5）

8（13.8）

16（10.3）

17（29.3）

47（81.0）

46（79.3）

34（58.6）

注：a 为 t 值；未婚为 0 例

1.2

5.1±2.0

44（75.9）

11（19.0）

无

（2）无沟通障碍。排除标准：（1）伴有严重运动功能障碍者；
（2）合并其他类型呼吸系统疾病者；（3）合并严重心、肝、

χ2（t）值

6（10.3）

大学及以上
居住地〔n（%）〕

自费

试验组（n=58）

3（5.2）

丧偶 / 离婚
文化程度〔n（%）〕

因此无法提高肺功能远期恢复效果。依从性指患者的行为与

对照组（n=58）

35（60.3）

a

0.151

0.181
0.894
0.697

0.040

0.829

0.791

0.373

0.069

0.966

0.331

0.848

0.049

0.816

12（20.7）

方法
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接受居家肺康复方案，主要包括

入组阶段和干预阶段。入组阶段：患者出院前 1 周，由经过
培训且不知分组的主管护士收集患者的基线资料，并发放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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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两名呼吸内科主任医师、两名康复医学专家、一名副主任
［3］

护师和两名主管护师以《ATS/ERS 共识：肺康复要点与进展》

为基准并反复推敲、制定的《COPD 稳定期患者居家肺康复指
导手册》及居家运动记录表，其中《COPD 稳定期患者居家肺
康复指导手册》主要内容包括积极控烟、腹式缩唇呼吸、全

身性呼吸体操、家庭氧疗、呼吸机辅助通气、上肢力量 / 耐力
训练、快步行走、功能自行车运动及均衡膳食，居家运动记

指南》［17］、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评估测试（CAT）分别评估两

组患者干预前后 6 分钟步行距离（6 minute walking distance，

6MWD）、生活质量；其中 CAT 包含症状、活动能力、心理、

睡眠和社会影响等 8 个问题，满分 40 分，评分越低表明患者
生活质量越好。

健康教育内容包括 COPD 相关知识、肺康复相关知识及 COPD

1.4

示范并复述锻炼要领，以确保患者知晓肺康复锻炼的相关知

识。干预阶段：每 2 周随访 1 次，并向患者强调肺康复的重
要性及锻炼要领，每 4 周评估患者居家运动记录表、肺功能、
运动耐力及生活质量，所有患者持续干预 24 周。
1.2.2

试验组

试验组患者接受基于 TTM 的居家肺康复方案，

持续干预 24 周，其中入组阶段同对照组，干预阶段：在干预

第 4、8、12、16、20、24 周时，由固定的主管护师通过面谈
或打电话的形式与患者进行交流并给予有针对性的指导；在

干预第 6、10、14、18、22 周时，由固定的主管护师组织患

者并以小组交流会、运动指导课、奖励会等形式促进患者各
行为阶段的依从性，基于 TTM 的居家肺康复方案详见表 2。

不良事件

观察两组患者干预期间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包括 COPD 急性加重、跌倒、创伤、心血管疾病等。

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分析采用 χ2 检验；等级资料分析采用秩和检
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2.1

结果
居家运动依从性

2.2

运动行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表 3 两组患者干预后居家运动依从性比较（x±s，%）
Table 3 Comparison of home-based exercise complia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intervention
组别

例数

总体依从率

完全依从率

对照组

58

67.89±9.21

62.03±8.91

22.782

12.412

行为阶段

干预目标

干预策略

前意向期

提高肺康复锻炼的意愿

P值

意向期

增加信心，平衡决策

一对一交流（主治医生向患者讲解肺康复锻炼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榜样经验分享
正反向示例、一对一交流（主治医生肯定并鼓励
患者的遵医行为）

行动期
维持期

1.3

1.3.1

居家运动依从性

比较两组患者居家运动总体依从率

90.67±9.34

83.33±9.58

<0.05

<0.05

表 4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运动行为比较（例）
Table 4 Comparison of exercise behavior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干预前
干预后
例数 前意
前意
向期 意向期 准备期 行动期 维持期 向期 意向期 准备期 行动期 维持期

组别

试验组
u值

及完全依从率。由同一位统计者根据患者居家运动记录表

58
58

53
52

5
6

0
0

0.371

0
0

0
0

0
0

0.542

P值

并采用盲法、统一标准对患者依从性进行评估，以“周”

为 单 位， 分 为 0、1、2 分。 总 体 依 从 率 =24 周 运 动 依 从 性

58

t值

对照组

观察指标

两组患者干预前运动行为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试验组患者干预后运动行为优于对照组，

试验组

制定肺康复方案，为肺康复锻炼 制定具体肺康复方案，制定目标并签署承诺书
做好准备
培养良好的肺康复锻炼习惯，坚 小组经验交流会、记录健康行为日记、发放躯体
持肺康复锻炼
功能测试表
坚持肺康复锻炼，克服肺康复锻 小组经验交流会、奖赏激励、记录健康行为日记、
炼过程中遇到的阻碍
发放躯体功能测试表

试验组患者居家运动总体依从率、完

全依从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 2 基于 TTM 的居家肺康复方案
Table 2 TTM guided home-based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program

准备期

http：//www.syxnf.net

经过培训的固定主管护师依据 ATS 制定的《6 分钟步行测试

1.3.4

患者日常预防保健，并指导患者进行肺康复锻炼，再由患者

No.1

秒用力呼气容积与用力肺活量比值（FEV1/FVC）。（2）由

录表主要内容包括各项运动频率、运动时长、运动后感受等；

此外，开展 3 次小组健康教育和居家肺康复指导课程，其中

January 2020，Vol.28

0

18
5

25

13.842

21

15
32

<0.05

总分 /48×100%，完全依从率 = 运动依从性获得 2 分的周数

2.3

1.3.2

FEV1/FVC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患者

/24×100%。

运动行为

采用 TTM 变化阶段量表评估两组患者干预

前后运动行为，包括前意向期、意向期、准备期、行动期、
维持期 5 个变化阶段

［16］

，由患者根据自身运动行为选择相符

的行为阶段。
1.3.3

肺功能指标、运动耐力及生活质量

（1）由同一位医

技人员采用同种型号的肺功能检测仪依据 ATS 制定的《呼吸
［17］

功能测试标准化指南》

检测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肺功能指标，

包括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FEV1%）、第 1

肺 功 能 指 标、6MWD 及 CAT 评 分

0

两组患者干预前

FEV1%、FEV1/FVC、6MWD、CAT 评 分 及 干 预 后 FEV1%、
干预后 6MWD 长于对照组，CAT 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5）。
2.4
3

不良事件

两组患者干预期间均未发生严重不良事件。

讨论

COPD 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死率及高致残率等特点，肺

康复是 COPD 的治疗核心。本研究采用的居家肺康复方案是

由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副主任护师、主管护师和康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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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FEV1%、FEV1/FVC、6MWD、CAT 评分比较（x±s）
Table 5 Comparison of FEV1%，FEV1/FVC，6MWD and CAT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组别

例数

对照组

58

试验组
t值

58

FEV1%（%）

干预前

FEV1/FVC（%）

干预后

干预前

49.74±16.21 53.31±18.21
0.181
0.858

干预后

干预前

50.21±11.98 52.65±13.08

49.21±15.73 55.87±17.98

P值

6MWD（m）

49.42±14.32 48.21±14.58

0.762

0.790

0.448

0.748

1.732
0.087

干预后

482.19±5.49 520.23±65.42
483.08±6.31 578.32±80.21
0.812
0.419

4.273

<0.05

CAT 评分（分）

干预前

干预后

16.89±4.01

14.21±2.98

17.01±3.89
0.162
0.870

11.02±2.86
5.883

<0.05

注：FEV1%= 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FEV1/FVC= 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与用力肺活量比值，6MWD=6 分钟步行距离，CAT= 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评估测试

组成的多学科团队依据指南而制定，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且

肺疾病诊治指南（2013 年修订版）［J］.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

该方案是由接受全面培训的两名主管护师具体实施，充分保

志，2013，36（4）：255-265.DOI：10.3760/j：issn：1001-

障方案实施的安全性。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干预期间
均未出现严重不良事件，亦证实居家肺康复方案的安全性。
TTM 注重运动行为改变过程，而运动行为改变过程又可体现

自我效能和社会支持优化。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患者干

0939.2007.01.004.

［3］苗青，韩艳波，张金凤 .《ATS/ERS 共识：肺康复要点与进展》

中肺康复运动处方解读［J］. 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2017，
25（1）：1-3.DOI：10.3969/j.issn.1008-5971.2017.01.001.

，表明

［4］YOON H K，PARK Y B，RHEE C K，et al.Summary of the chronic

为。本研究结果还显示，试验组患者居家运动总体依从率、完

2014 by the korean academy of tuberculosis and respiratory disease

［18-19］

预后运动行为优于对照组，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

基于 TNM 的居家肺康复方案能较好地改善 COPD 患者运动行

全依从率高于对照组，表明基于 TTM 的居家肺康复方案能有效
提高 COPD 患者居家运动依从性，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20-21］。

提高运动耐力、改善生活质量是治疗 COPD 患者的主要

康复目标。本研究将 TTM 应用于 COPD 患者居家肺康复方案

中，并由经过 TTM 培训的经验丰富的主管护师根据患者所处

阶段采取有针对性的指导，促使患者将康复锻炼融于生活，
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如奖励等加快患者康复，结果显示，

试验组患者干预后 6MWD 长于对照组，CAT 评分低于对照组，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revised in
［J］.Tuberc Respir Dis（Seoul），2017，80（3）：230-240.
DOI：10.4046/trd.2017.80.3.230.

［5］盛佳，马晶晶，宗丽春 . 肺康复护理对 COPD 稳定期患者肺功

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J］. 实用临床护理学杂志，2018，3（38）：
34-45.DOI：10.3969/j.issn.2096-2479.2018.38.024.

［6］CORHAY J L，DANG D N，VAN CAUWENBERGE H，et
al.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and COPD：providing patients a good

environment for optimizing therapy［J］.Int J Chron Obstruct Pulmon
Dis，2014，9：27-39.DOI：10.2147/COPD.S52012.

但两组患者干预后 FEV1%、FEV1/FVC 间无统计学差异，与相

［7］COULTAS D B，JACKSON B E，RUSSO R，et al.A lifestyle

可有效提高 COPD 患者运动耐力及生活质量，但在改善患者

pulmonary disease.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Ann

关研究结果一致［5，8，22］，表明基于 TTM 的居家肺康复方案

肺功能方面并无明显作用，究其原因可能与患者年龄偏大、
干预时间较短有关。

综上所述，基于 TTM 的居家肺康复方案在 COPD 患者中

安全可行，其可有效提高患者运动依从性及运动耐力，改善
患者生活质量，但并未明显改善患者肺功能；由于本研究样
本量小、干预时间较短，因此结果结论仍有待扩大样本量、
联合多中心、延长干预时间进一步证实。
作者贡献：王丽、李娟进行文章的构思与设计，结果分
析与解释，并对文章整体负责，监督管理；王丽、张文博、
李娟进行研究的实施与可行性分析；王丽、张文博、毕冰茜、
李娟进行数据收集、整理、分析；王丽负责撰写论文；李娟
进行论文的修订，并负责文章的质量控制及审校。
本文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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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NCCN 非小细胞肺癌指南》第 2 版主要更新要点

2019-12-23，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发布了《2020 NCCN 非小细胞肺癌指南》第 2 版，现将该指南主要更新要点介绍如下。
1

EGFR 突变阳性患者的一线治疗（NSCLC-19）

新增：厄洛替尼 + 雷莫芦单抗作为“其他推荐”治疗方案，属于 2A 类。厄洛替尼 + 贝

2

PD-L1 表达阳性（≥ 1%）且 EGFR、ALK、ROS1、BRAF 阴性或未知和无使用帕博利珠单抗或阿特珠单抗（Atezolizumab）禁忌证的患

伐珠单抗作为“特殊情况下有用”的治疗选择，属于 2B 类。
者的一线治疗和后续治疗（NSCLC-2，29）

增加了以下治疗选择：（1）卡铂 + 白蛋白紫杉醇 + 阿特珠单抗作为“其他推荐”治疗方案，属于

2A 类。（2）Nivolumab+ipilimumab 作为“特殊情况下有用”的治疗选择，属于 2A 类。（3）如果给予卡铂 + 白蛋白紫杉醇 + 阿特珠单抗，则阿
特珠单抗作为维持治疗选择。
3

晚期或转移性疾病的系统治疗

为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的联合疗法增加了以下方案：
（1）厄洛替尼 + 雷莫卢单抗，厄洛替尼 + 贝伐珠单抗，

卡铂 + 白蛋白紫杉醇 + 阿特珠单抗和 Nivolumab+ipilimumab。（2）为转移性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PD-L1<1% 和功能状态评分（PS）0~1 分的

患者增加了以下治疗选择：卡铂 + 白蛋白紫杉醇 + 阿特珠单抗作为“其他推荐”治疗方案，属于 2A 类；Nivolumab+ipilimumab 作为“其他推荐”
治疗选择，属于 2A 类。
（3）为转移性鳞状细胞非小细胞肺癌，PD-L1<1% 和 PS 0~1 分的患者增加了以下治疗选择：Nivolumab+ipilimumab 作为“其
他推荐”治疗选择，属于 2A 类。

（来源：https://www.nccn.org/professionals/physician_gls/default.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