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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膝骨性关节炎患者运动自我管理时间
与运动自我效能的相关性分析
郝雯君 1
杨支兰 1 ▲
许 娟２
1. 山西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山西太原 030024; 2. 山西省人民医院，山西太原 030012
[ 摘要 ] 目的 探讨养老机构膝骨性关节炎患者运动自我管理时间与运动自我效能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多
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法，将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1 月太原市 4 所养老机构中的 216 例膝骨性关节炎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采用慢性病自我管理量表、运动自我效能问卷和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对其进行问卷
调查，采用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 结果 养老机构膝骨性关节炎患者运动自我管理时
间为（133.19±36.64）min/ 周，体能锻炼时间为（23.19±21.30）min/ 周，耐力锻炼时间为（109.93±35.23）
min/ 周。运动自我效能得分为 38（21，54）分，处于较低水平。不同的月收入、BMI、参加集体锻炼频率、患
病时长的患者运动自我管理时间不同（P ＜ 0.05）。运动锻炼自我管理行为时间、体能锻炼时间、耐力锻炼
时间与运动自我效能成正相关（r=0.588，0.243,0.434，P ＜ 0.001）。结论 通过提高患者的运动自我效能感
为切入点，从而为制定增加患者运动自我管理时间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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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xercise self-management time and exercise selfefficacy of patients with knee osteoarthritis in pension institutions. Methods A total of 216 patients with knee
osteoarthritis admitted to four pension institutions in Taiyuan from August 2019 to January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ccording to multistage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method. The self-management scale of
chronic disease, exercise self-efficacy questionnaire and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of general data were adopted
to investigate, and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Results The
exercise self-management time was (133.19 ± 36.64) min/week, the physical exercise time was (23.19 ± 21.30)
min/week, and the endurance exercise time of patients with knee osteoarthritis in pension institutions was (109.93
± 35.23) min/week respectively. The score of exercise self-efficacy was 38 (21, 54), which was in a low level. The
exercise self-management time of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monthly income, BMI, frequency of group exercise and duration
of illness was different (P ＜ 0.05). Exercise self-management time, physical exercise time, endurance exercise time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xercise self-efficacy (r = 0.588, 0.243, 0.434, P ＜ 0.001）. Conclusion Through
improving patients'exercise self-efficacy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it provides the basi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intervention measures to increase the patients' exercise self-management time.
[Key words] Knee osteoarthritis; Pension institutions; Exercise self-management time; Exercise self-efficacy

膝骨性关节炎（knee osteoarthritis ，KOA）是一

其造成的疼痛、功能障碍等给患者带来了巨大的身

种退行性骨骼肌肉疾病 ，老年人群中发病率较高，

心负担 [2]。骨性膝关节炎目前的治疗手段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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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甾体抗炎药物（NSAIDs）
、
康复治疗、
中医治疗 [3]、
手

山西中医药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2020CX051）；山

术治疗等。自我管理是指个体为维持生命健康而

西中医药大学护理学科资助项目（研学科函【2020】3 号）

建立起来的管理症状、改变生活方式的一种能力，

▲

包括疾病认知自我管理、运动锻炼自我管理及与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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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沟通等三个方面 [3-4]。研究表明运动锻炼结合

表适用于普通人群，尤其是老年患者，信度和内容

自我管理对延缓 KOA 疾病进展、改善症状效果显

效度分别为 0.75 和 0.90。

著，但运动自我管理状况较差，70% 的患者不能够

1.2.2

坚持运动锻炼 。运动自我效能是指人们在面对各

资料，统一指导语及解释各条目。问卷由患者本人

种困难情境时坚持运动的信心，其水平越高，患者

填写，不能填写者由研究者逐条朗读、解释，并协助

信心越强，患者自我管理行为越好 。目前国内对

完成，当场收回。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240 份，回

养老机构 KOA 患者运动自我管理时间与运动自我

收 231 份，回收率为 96.25%；剔除不完整数据，最

效能感之间的相关性研究较少，
本研究通过探讨两者

终收回 216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3.51%。

之间的相关性，从而为增加运动自我管理时间，制定

1.3

[5]

[6]

正确的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现报道如下。
1

调查方法

由 10 名经过培训的研究者收集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 SPSS 23.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应用

资料与方法

Excel 表格双人录入数据。不同人口学特征的运动

一般资料

自我管理时间采用单因素分析，运动自我效能得分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太原市分为六
个区，万柏林区、杏花岭区、小店区、迎泽区、尖草坪

采用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表示，相关性分析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区、晋源区，随机抽取 2 个区，再从 2 个区随机抽取

2

4 所养老机构，选取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1 月太

2.1

1.1

结果
KOA患者运动自我管理时间现状

原市的 4 所养老机构 216 例 KOA 患者作为研究对

216 例 膝 骨 性 关 节 炎 患 者 运 动 锻 炼 总 时 间

象，年 龄 63 ～ 92 岁，平 均（76.85±6.13）岁，以 女

为（133.19±36.64）min/ 周，其 中 体 能 锻 炼 时

性居多，为 134 例（62.04%），男性 82 例（37.96%）。

间 为（23.19±11.30）min/ 周，耐 力 锻 炼 时 间 为

纳 入 标 准：符 合 中 国《骨 关 节 炎 诊 断 标 准（2018

（109.93±35.23）min/ 周。不同人口特征的患者运

版）》；意识清楚；能以文字或语言的方式进行有效

动锻炼时间的比较见表 1，不同月收入、BMI、参加

沟通；能够独立进行活动；知情且自愿参与研究。

集体活动频率、患病时长的患者运动自我管理时

排除标准：有严重精神疾患、认知功能障碍；患有其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他严重急慢性疾病，
如恶性肿瘤，
严重心力衰竭等。

2.2

1.2

方法

1.2.1

KOA患者运动自我效能得分情况
本研究中 216 例患者运动自我效能总分为 38

调查工具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①一

（21，54）分，见表 2。

般资料调查问卷。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包括年龄、

2.3

性别、婚姻、退休前职业、文化程度、月收入、居住条

相关性分析

件、体重指数（BMI）、亲友探望频率、每周参加集体

KOA患者运动自我管理行为与运动自我效能的
216 例 KOA 患者的运动锻炼自我管理行为时间、

锻炼频率、患病时长等。②慢性病自我管理行为量

体能锻炼时间、
耐力锻炼时间与运动自我效 能 得 分 成

表。由 Lorig 等

显著正相关（r=0.588，0.243，0.434，P ＜ 0.001）
。

[7]

创建，主要包括运动锻炼、认知性

症状管理实践、与医生的沟通 3 个子量表。采用其

3

中的运动锻炼量表，包含 2 个维度 6 个条目，分别

3.1

讨论
膝骨性关节炎患者运动自我管理行为分析

为体能锻炼（1 个条目，为伸展及健身的运动）和耐

本研究结果显示，养老机构膝骨关节炎患者运

力锻炼（5 个条目），采用 5 级评分法，0 ～ 4 分别表

动 锻 炼 时 间 为（133.19±36.64）min/ 周，低 于 美 国

示没有进行此项运动、进行此项运动的时间分别为

运动医学会所规定的 150 min/ 周的运动量 [9]，运动

15、45、120、180 min/ 周，以锻炼时间进行评价，得分

时间不足，体能锻炼与耐力锻炼时间均低于汪凤兰

越高，表示实施越好。该量表广泛应用于慢性病患

等 [10] 的研究。研究表明 [11]，养老机构大多组织太

者自我管理的研究中，
具有较高的效度和信度。③运

极拳、八段锦等集体活动，其效益已经被证实，但其

动自我效能量表。采用中文版运动自我效能量表，

是全身运动，养老机构缺乏相关专业人员指导，缺

该量表由台湾学者 Lee 翻译并修订，测量患者在

乏相关运动锻炼知识，大多数患者不了解针对膝关

各种情境下对从事运动的信心共 9 个条目，采用 10

节的锻炼，说明对养老机构 KOA 患者提供医疗专

等级评分法，0 ～ 10 表示从“没什么信心”（0 分）

业的运动锻炼指导是非常必要的。本研究显示月

到“非常有信心”（10 分），得分越高，表示被测试者

收 入 较 高 的 患 者 ，运 动 自 我 管 理 时 间 相 对 较 长

的运动自我效能感越高，此中文版运动自我效能量

（P ＜ 0.05）。月收入较高患者疾病负担较小，且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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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人口特征的KOA患者运动自我管理时间比较
（x ± s，min/周）
项目

n

运动自我
管理时间

年龄（岁）
60 ～ 74

78

134.04±31.18

75 ～ 89

130

133.62±40.00

8

118.13±28.28

≥ 90
性别

P值

0.704

0.496

0.122

男

82

132.80±32.07

女

134

133.43±39.29

婚姻状态

表 2   KOA 患者运动自我效能得分情况 [M（P25，P75），分 ]
条目

t/F 值

1.954

0.903

0.122

著·
得分

如果天气使你感到困扰

4.00（2.00，6.00）

如果您对该运动没有兴趣的时候

3.50（2.00，6.00）

如果运动时感觉疼痛

3.00（2.00，6.00）

如果您一个人运动没有人作伴

5.00（3.00，7.00）

如果您觉得没有感受到运动乐趣的时候

4.50（3.00，7.00）

如果您觉得疲倦的时候

4.00（3.00，7.00）

如果您忙于其他事情

5.00（2.00，7.00）

如果您觉得没有力气的时候

5.00（3.00，7.00）

如果您心情糟糕

5.00（3.00，7.00）

未婚

3

145.00±31.23

在婚

63

139.29±41.86

病知识获取来源途径较多，对自身行为更加重视。

离异

19

143.68±41.63

研究显示，肥胖通过体重的机械负荷和脂肪组织的

丧偶

131

128.47±32.71

退休前职业

促炎作用，导致下肢 OA 的发生，减肥有利于疼痛及
1.349

0.253

功能状态的改善 [12]，但是本研究发现 BMI 高的患者

其他

27

136.11±33.26

农民

28

128.57±32.77

党政机关工作者

92

131.09±40.20

（P ＜ 0.05），与养老机构医疗服务困难、难以获得有

军人

32

127.50±26.94

效的医疗保健有关。本研究发现参加集体活动频

事业单位工作者

37

144.73±38.77

文化程度

进 行 各 项 运 动 的 时 间 均 较 BMI 正 常 的 患 者 要 少

率高的患者自我管理时间较长，可能与患者积极参
0.781

0.506

与集体活动，能够获得更多的同伴支持，增加运动

小学及以下

44

134.32±38.68

初中

67

132.54±35.19

高中或中专

58

128.28±33.85

经验，运动时间较长。

大专及以上

47

139.15±40.14

3.2

＜ 1000

30

114.50±33.07

1000 ～ 1999

67

126.94±32.44

2000 ～ 2999

74

138.65±32.64

≥ 3000

45

146.00±44.47

月收入（元）

锻炼的信心有关。患病时长较长患者掌握一定的

6.028

居住条件

0.001

KOA患者运动自我效能分析
本研究中 KOA 患者运动自我效能感为 38（21，

54）分，处于较低水平，提示 KOA 患者对完成预定
运动目标的信心不足。“如果运动感到疼痛时”这
一条目的得分最低，躯体疼痛是影响运动自我效能
1.807

0.167

的主要原因。KOA 患者主要临床表现为疼痛，受其

单人间

32

121.88±31.82

影响，患者感觉生命健康受到威胁，产生焦虑、抑郁

双人间

69

135.00±36.83

等负面情绪，这些负面情绪影响患者的运动行为，

多人间

115

135.26±37.49

BMI（kg/m2）

32.077

＜ 0.001

患者回避运动，进行运动锻炼的信心降低 [13]，所以
应注意到患者的躯体疼痛及不良情绪，及时给予止

18 ～ 23.9

82

152.74±37.50

24 ～ 27.9

71

131.62±26.74

痛措施，并教会患者通过冥想法、放松肌肉法等减

≥ 28

63

109.52±30.56

轻疼痛。兴趣爱好对老人情绪有正向反馈作用 [14]，

亲友探望频率

2.106

每周 1 次

37

145.54±48.33

每月 1 次

107

131.07±35.53

每半年 1 次

58

127.76±28.96

每≥ 1 年 1 次

14

139.29±33.50

每周参加集体锻炼频率

0.100

对运动兴趣增加时会提高患者的运动自我效能，增
加老年人的主观支持的获得，
从而增加老人的信心 [6]，
而这一得分较低，说明运动锻炼项目比较单一，种
类较少，制定运动难度系数小的个性化运动处方，

8.357

＜ 0.001

满足患者需求的同时，适当增加趣味性的活动，提

从不

81

121.48±28.52

高患者参加运动锻炼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其运动自

1～2次

95

137.05±36.46

≥3次

40

147.75±44.62

我效能的提高。天气也是影响患者运动自我效能

患病时长（年）

3.197

0.043

的重要因素，所以要制订适合室内室外的运动锻炼

＜ 10

74

128.31±30.52

方案，以减少天气对其运动锻炼的影响。由于年龄

10 ～ 19

87

130.69±34.99

较大且老年人睡眠质量较差，会感觉到疲倦、无力

≥ 20

55

143.73±44.51

气，其运动自我效能越低，没有足够精力去完成运
CHINA MEDICINE AND PHARMACY Vol.11 No.4 February 2021

19

·论

著·

2021年2月第11卷第4期

动锻炼，而有研究显示 [15]，疲劳等级下降，自我效能

骨性关节炎运动锻炼管理的临床实践指南解读 [J]. 中

得分增高，所以要为老年人创造安静的睡眠环境，

国循证医学杂志，2018，18（10）：12-16.

使患者掌握一定有利于睡眠的方法，可以在睡前摄

[6] 张颖君，薛贵方 . 运动自我效能量表在维持性血液透

入牛奶，热水泡脚，听放松音乐等。

析病人中的信度及效度检验 [J]. 护理研究，2019，33

3.3

（18）：3133-3136.

KOA患者运动自我管理时间与运动自我效能感

相关性分析

[7]Lorig KR，Sobel DS，Ritter PL，et al.Effect of a self-

本研究中，运动自我管理时间和运动自我效能

management program on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J].

感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运动自我效能与运动锻炼自
我管理行为时间、体能锻炼时间、耐力锻炼时间各

Eff Clin Practi，2001，4（6）：256-262.
[8]Lee LL，Pemg SJ，Ho CC，et al.A preliminary reliability

维度呈正相关（P ＜ 0.01），即运动自我效能感越好，

and Validity studying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self-

患者运动自我管理时间越长，说明良好的运动自我

efficacy for exercise scale for older adults[J].Int J Nurs

效能感能为膝骨性关节炎患者减轻症状、改善功能

Stud，2009，46（2）：230-238．

状态提供一定的心理与行动支持。自我效能感高

[9]Skou ST， Roos EM. Good Life with osteoarthritis in

的患者，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和能动性，提高运

Denmark (GLA: D™): evidence-based education and

动锻炼的信心，从而改善症状与功能状态，促进预

supervised neuromuscular exercise delivered by certified

后。运动自我效能作为 Bandura 自我效能理论

physiotherapists nationwide[J].BMC Musculoskelet

在运动锻炼中的运用，研究表明

[17]

[16]

提高自我效能能

Disord，2017，18（1）：72.

够引导患者采取更积极的方式应对疾病，有利于疾

[10] 汪凤兰，何浩，邢凤梅，等 .296 例城乡老年膝关节

病的康复，提高生活质量 。因此，医护人员应该重

骨性关节炎患者运动锻炼自我管理的现状 [J]. 河北联

视运动自我效能感对缓解病情的重要作用，提供其

合大学学报（医学版），2014，16（2）：150-151.

专业的指导，提高 KOA 患者的运动自我效能感，有

[11] 陆小香 . 身心功能活化运动对社区和养老机构老年人

利于 KOA 患者坚持运动，
延缓疾病进程，
促进康复。

健康的促进作用 [J]. 中国老年学杂志，2017，37（23）：

综上所述，养老机构膝骨性关节炎患者运动自
我管理时间有待改进，从心理、生理等考虑影响患

5956-5959.
[12]Mihalko SL, Cox P, Beavers DP, et al.Effect of intensive diet

者运动信心的因素，并基于理论如自我效能理论、

and exercise on self-efficacy in overweight and obese adults

跨行为理论等制定干预措施，提高运动锻炼的信

with knee osteoosteoarthritis: The IDEA randomized clinical

心，增加自我效能感，从而改变运动锻炼行为。

trial[J].Transl Behav Med，2018，9（2）：227-235.
[13] 王晓华，窦靖，程海静 . 老年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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