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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腹膜透析患者容量管理行为与疾病感知、希望水平的相关性。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

表、容量管理行为水平量表、简易疾病感知问卷及中文版 Herth 希望量表对 135 例腹膜透析患者进行问卷调
查。结果

共发放问卷 137 份，有效问卷 135 份，有效率 98. 54%。腹膜透析患者容量管理行为水平总分

（17. 01±4. 27）分，少吃高盐高钠食物得分最低。患者容量管理行为水平总分、限盐及容量超负荷症状监测均

与疾病了解程度呈负相关（P＜0. 05），腹膜透析相关容量管理与认知呈负相关（P＜0. 05）。容量管理行为水
平总分及其各维度均与希望水平总分、与他人保持亲密的关系呈正相关（P＜0. 05），限盐及容量超负荷症状监
测与采取积极的行动呈正相关（P＜0. 05）。结论

腹膜透析患者容量管理行为与疾病感知及希望水平具有相

关性，应加强患者医疗及家庭的支持与关怀，依据患者实际能力与需求，针对性指导患者对容量管理的正确认
知，提高疾病了解程度，促进患者主动管理行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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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volume-management behaviors，ill⁃
ness perception and hope level of peritoneal dialysis patients.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patients with peritoneal dialysis using general data scale，the volume-manage⁃
ment behavior scale，the Brief illness perception questionnaire and the Chinese version of Herth
Hope Index. Results A total of 137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of which 135 were valid，
with an effective rate of 98. 54%. Peritoneal dialysis patients had a total score of volume-manage⁃
ment behavior（17. 01±4. 27），and the lowest score was given to eating less high-salt and high-so⁃
dium foods. The total score of patient volume-management behavior level，salt restriction and vol⁃
ume overload symptom monitoring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illness understanding （P＜
0. 05），and peritoneal dialysis-related volume-management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gni⁃
tion（P＜0. 05）. The total score of volume-management behavior level and its various dimension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score of hope level and maintaining close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P＜0. 01），and monitoring of salt restriction and volume overload symptom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aking active actions （P＜0. 05）. Conclusion The volume-manage⁃
ment behavior of peritoneal dialysis patients is related to illness perception and hope level.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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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and family support and care of patient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abilities and needs of patients，the correct cognition of volume-management should be guided to
improve disease understanding，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patients’active management behav⁃
ior.
KEY WORDS：peritoneal dialysis；volume management；illness perception；hope level
腹膜透析是常用的肾脏替代疗法之一，发展

中国家肾脏疾病应用腹膜透析治疗的患者 80%

别进行赋值，分别为 0、1、2、3 分，得分越高，患者
容量管理行为水平越高。

1. 2. 1. 3 疾病感知评估：采用简易疾病感知

［1］

以上使用持续性非卧床腹膜透析 。根据全国血

液净化病例登记系统显示，我国腹膜透析在透患

问卷（BIPQ），由 Broadbent 等［10］研制，已在我国肾

水＞1. 1L ，容量超负荷可引发患者透析技术失

目，分值为０～10 分，得分越高，患者负性感知越

者 7. 4 万余例［2］，但高达 87. 5％的患者体内多余
［3］

［4］

脏疾病患者中得到广泛应用，该问卷包含 9 个条

败甚至死亡 ，积极良好的容量管理行为有助于

多。问卷前５个条目对患者认知进行评估，包括

降低腹膜透析患者容量负荷，减少相关并发症的

疾病对生活的影响、病程、疾病控制、对治疗效果

［5］

发生 。疾病感知指个体对疾病的认知情况和情
［6］

感表现 ，已在慢性疾病患者管理领域得到广泛
研究，认为提高疾病感知水平可影响慢性病的治
［7］

疗过程，有效改善患者自我保健行为 。对腹膜
透析患者来说，希望水平在家庭功能与生活质量
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个体积极情绪与良好心
［8］

理状态的表达，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本研究
旨在进一步探究腹膜透析患者的容量管理水平与
疾病感知、希望水平的相关性，为腹膜透析患者的
容量管理提供参考，以进一步提高护理质量。

1
1. 1

的信念及症状体验，第 6 及第 8 个条目评估患者疾

病关注度与情绪，第 7 个条目评估患者对疾病了
解程度，第９个条目为开放式问题，要求受访者列
出认为导致他们疾病的三个最重要因素，其中第
3、第 4、第 7 个条目为反向计分。

1. 2. 1. 4 希望水平评估：采用中文版 Herth 希

望量表，我国学者赵海平等［11］对英文版 Herth 希

望量表（HHI）进行翻译，Cronbach’α 系数为 0. 8
５，该量表包含 12 个条目，条目 1～4、5～8、9～12
分别从对现实和未来的积极态度、采取积极的行

动、与他人保持亲密的关系三个维度对患者希望

资料与方法

水平进行评估。从“非常反对、反对、同意、非常同

一般资料

2020 年 7 月—8 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医院

长期行腹膜透析患者。纳入标准：接受腹膜透析

治疗时间＞1 个月；有一定读写能力；意识清晰；

意”4 个级别进行赋值，分别为１、２、３、4 分，得
分越高，患者希望水平越高。
1. 2. 2

资料收集

由研究者于患者门诊随访时

发放问卷，调查前向患者解释本研究的目的及意

同意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有明确精神疾病史；

义，取得患者同意后发放问卷，及时解答患者疑

有理解障碍。

问，并在患者填写完毕后当场回收。

1. 2

1. 2. 1

方法
调查工具

1. 2. 1. 1 一般资料调查表：依

1. 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 0 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

据专家意见与临床经验自行设计问卷，包括患者

差（x ±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和方差分析，

性别、年龄、学历、工作状况、婚姻状况、医疗付费

相关性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系数方法，检验水准

方式、家庭月收入、腹膜透析治疗时间、合并疾病、
吸烟史。

1. 2. 1. 2 容量管理行为评估：容量管理行为

α=0. 05，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水 平 量 表［9］由 我 国 学 者 许 义 编 制 ，内 容 效 度 为

2. 1

析相关容量管理、限盐及容量超负荷症状监测两

份，有效回收率 98. 54%。135 例患者中，性别：男

1. 0，Cronbach’α 系数为 0. 87。量表从与腹膜透

个维度对腹膜透析患者容量管理行为进行评估，
包含 8 个条目。从“从不、偶尔、经常、总是”4 个级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腹膜透析患者基线资料

本研究共发放 137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135

性 71 例，女性 64 例；年龄：18～30 岁 11 例，30～60
岁 99 例，60～80 岁 17 例，＞80 岁 8 例；学历：文盲

Integrative Nursing Preprint

或小学 19 例，初中或高中 65 例，中专或大专 32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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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膜透析患者容量管理行为、疾病感知及希望水平各维度

例，本科及以上 19 例；婚姻状况：未婚 15 例，已婚

108 例，离异或丧偶 12 例；工作状况：在职 26 例，

与条目得分（x ± s）分
类别

退休 35 例，其他 74 例；医疗付费方式：省市居民医

容量管理行为水平总分

例；家庭月收入：＜5000 元人民币 71 例，5000～

根据超滤量、是否水肿和尿量，调节液

保 43 例，城镇职工医保 48 例，新农合 37 例，自费 7
10000 元人民币 38 例，＞10000 元人民币 26 例；腹

膜透析时间：1～3 个月 9 例，3 个月～1 年 30 例，1

腹膜透析相关容量管理
体摄入量
称量并记录灌入量和引流量

年～3 年 65 例，4 年～10 年 26 例，＞10 年 5 例；合
种以上慢性疾病 39 例；吸烟 8 例。经 t 检验与 F 检

关检查

并症：无合并症 10 例，仅合并高血压 72 例，合并两

遵医嘱定期监测肾功能和电解质等相

验后，除家庭月收入（F=4. 451，P=0. 013），其他类

限盐及容量超负荷症状监测

别与容量管理行为均无统计学意义。
2. 2

腹膜透析患者容量管理行为、疾病感知及希

少吃高盐高钠食物
晨起测体质量，监测有无下肢和眼睑
水肿
关注胸痛、胸闷气急、心悸和乏力加重

望水平情况
本研究显示腹膜透析患者容量管理行为水平
总 分（17. 01±4. 27）分 ，腹 膜 透 析 相 关 容 量 管 理
（10. 92±2. 92）分 ，限 盐 及 容 量 超 负 荷 症 状 监 测
（6. 09±1. 67）分 。 疾 病 感 知 总 分（47. 60±8. 39）
分，认知（14. 64±3. 58）分，情绪（14. 64±3. 58）分，
疾病了解程度（3. 46±2. 24）分，患者认为导致其
腹膜透析最主要原因的前十名依次为饮食控制不
良（14. 8%）、高 血 压（12. 1%）、作 息 不 规 律
（10. 1%）、不良生活习惯（7. 2%）、劳累（6. 2%）、疾
病 忽 视（5. 9%）、肾 脏 因 素（5. 4%）、糖 尿 病
（4. 4%）、情绪或压力（4. 0%）、服药（3. 0%）。患者
希望水平总分（36. 57±3. 78）分，与他人保持亲密
的 关 系 最 高（12. 8±1. 91）分 ，采 取 积 极 的 行 动
（11. 82±1. 48）最低。见表 1。
2. 3 患者容量管理行为与疾病感知、希望水平相
关性

得分

7～24

17. 01±4. 27

0～3

1. 96±0. 99

0～3

2. 35±0. 80

0～3

1. 92±1. 00

4～15

10. 92±2. 92

0～3

定时测血压
记录尿量

得分范围

等症状
疾病感知总分

1～3

2. 36±0. 66

2～9

6. 09±1. 67

0～3

2. 31±0. 76

0～3

2. 33±0. 69

20～71

47. 60±8. 39

2～20

14. 64±3. 58

24～48

36. 57±3. 78

8～16

11. 82±1. 48

0～3

10～45

认知
情绪

1～10

疾病了解程度
希望水平总分

9～16

对现实和未来的积极态度
采取积极的行动

6～16

与他人保持亲密的关系

2. 34±0. 74

1. 45±0. 95

29. 5±6. 00
3. 46±2. 24

11. 95±1. 25
12. 80±1. 91

限盐及容量超负荷症状监测均与疾病了解程度呈
负相关（P＜0. 05），腹膜透析相关容量管理与认
知呈负相关（P＜0. 05）。容量管理水平总分及其
各维度均与希望水平总分、与他人保持亲密的关

系呈正相关（P＜0. 01），限盐及容量超负荷症状

监 测 与 采 取 积 极 的 行 动 呈 正 相 关（P＜0. 05）。
见表 2。

分析结果表明患者容量管理行为水平总分、
表2

腹膜透析患者容量管理行为与疾病感知、希望水平的相关性（r 值，n=135）

类别

容量管理行为水平总分

疾病感知总分

-0. 135

认知
情绪
疾病了解程度
希望水平总分
对现实和未来的积极态度
采取积极的行动
与他人保持亲密的关系
注：*P＜0. 05；**P＜0. 01

-0. 163
0. 067

-0. 176*

腹膜透析相关容量管理

限盐及容量超负荷症状监测

-0. 14

-0. 101

0. 068

0. 053

-0. 176*
-0. 16

-0. 11

-0. 169*

0. 293**

0. 274**

0. 271**

0. 162

0. 140

0. 170*

0. 106

0. 386**

0. 082

0. 380**

0. 127

0.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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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行针对性指导，增加患者疾病管理的信心，减少挫

相 比 于 刘 丽 等［12］ 研 究 中 对 照 组（14. 22±

败感，有助于患者正确认知疾病，促进行为的积极

4. 20）分与干预组（18. 33±3. 70）分，本研究纳入

的患者容量管理行为水平总分（17. 01±4. 27）分，

转变［23］。
本研究中腹膜透析患者希望水平均分为

处于中等水平。本研究中少吃高盐高钠食物得分

（36. 57±3. 78）分，略高于血液透析患者（33. 69±

欠佳。限盐限水饮食是腹膜透析患者容量管理的

最低（11. 82±1. 48）分，表明尽管患者对疾病具有

最低（1. 45±0. 95）分，表明患者限盐行为依从性
重要环节与最难的环节，杨玉颖等［13］研究中干预

前患者限盐合格率仅为 64%，患者长期高盐饮食
习惯已经形成时，短时间难以改变［14］，此外透析患

者咸味的感知能力会有所变化，限盐及利尿剂的
使用也会影响患者咸味感知［15］。

2. 65）分［17］。其中患者采取积极的行动维度得分
较高的希望，但在促进疾病积极转变的行动方面

有待改进。分析结果表明容量管理行为水平总分
及其各维度均与希望水平总分、与他人保持亲密
的关系呈正相关，限盐及容量超负荷症状监测与
采取积极的行动呈正相关，即患者对现实和未来

本 研 究 中 腹 膜 透 析 患 者 疾 病 感 知（47. 60±

的态度越积极，与他人保持的关系越亲密，越能采

，略低于血液透析患者（49. 31±6. 16）分［17］，处

液透析患者相比，腹膜透析患者自我报告更加频

低（3. 46±2. 24），与刘玲玲等［18］研究结果（3. 29±

为其疾病严重程度低于血液透析患者，相信通过

8. 39）分 ，高 于 其 他 慢 性 病 患 者（36． 15±9. 32）

［16］

于中等偏高水平。其中患者疾病了解程度得分最

1. 83 ）相近，分析原因可能与患者选择腹膜透析
时，其伴侣或配偶、医护人员常参与透析方式选择

的决定，且为维持正常生活及考虑到腹膜透析的
便利性，患者更倾向于选择腹膜透析，但对透析方
式的缺点认识不足有关［19］。分析结果表明患者容
量管理行为水平总分、限盐及容量超负荷症状监
测均与疾病了解程度呈负相关，腹膜透析相关容
量管理与认知呈负相关，表明患者对疾病越了解，
认知水平越高，其容量患者行为越消极。患者接
受透析治疗时因治疗与疾病需求，被迫进行较为
严格的饮食限制与透析管理，刘玲玲等［18］研究中
指出腹膜透析患者越以屈服的方式应对，疾病感
知得分越高，感知疾病对机体的危害性越大，越消
极地看待疾病。Yu 等［20］指出腹膜透析患者中有
意不遵从透析饮食率高达 84%，患者用药时感知

到的需求越强，则依从性越低；年轻患者严格的容
量管理可能与繁忙工作生活方式产生冲突，高学
历患者社交过程中因透析可能存在的病耻感，都
会引发患者容量管理行为不良。腹膜透析患者认

知障碍率为 52. 83～75%［21］，合并视网膜病变与糖
尿病时，患者认知与执行功能障碍风险增加，影响

其自理能力及对医嘱的执行能力［22］。因此，在通
过门诊、远程医疗对腹膜透析患者进行居家护理
指导时，护士与腹膜透析患者间应建立良好伙伴
关系，促进患者在减少医疗费用的同时能够得到
更多自主权，依据患者个体化需求及认知能力进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取积极的行动，提高自己的容量管理行为。与血
繁，常对他们的方式选择感到满意［24］。患者会认
治疗自己有能力控制病情。但慢性肾脏疾病作为
一种慢性疾病，腹膜透析作为慢性肾脏疾病患者
长期治疗方式，需要患者长期治疗行为的维持，随
着时间推移患者可能会有疲乏，焦虑及抑郁等不
同程度的负性表现［25］，患者症状越严重，生活质量
越差，并将疾病视为负担［26］。居住于农村地区的
患者进行腹膜透析时也面临诸多障碍与挑战，如
个人长途出行需求、远距离医疗培训与随访、经济
支持缺乏等，都会影响患者居家治疗持续性［27］，患
者可能因为缺乏护理人员指导与疾病管理信心而
退出腹膜透析的治疗［28］。因此，针对腹膜透析患
者进行容量管理时，需注重提高患者的家庭功能，
与家庭成员共同参与患者居家容量管理，关注患
者心理变化，同时医护人员依据患者容量状态拟
定血压、体质量等合理期望值，调动患者容量管理
积极性，促进患者应对疾病的能力，有助于提高患
者希望水平［29-30］。
综上所述，腹膜透析患者容量管理行为水平
中等，希望水平较高，但疾病了解程度偏低，促进
疾病积极转变的行动方面有待加强，需要医护人
员进行患者容量管理过程中，减少患者医疗负担，
增加治疗的可持续性，提高患者对疾病的正确认
知，拟定容量管理的合理期望值，提供患者足够的
社会支持，同时提倡家庭成员关怀与支持，促使患
者形成良好心态，主动积极应对病情。
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声明本文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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