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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刑高血压患者的疾病认知与健康行为调查分析
史恒明 员袁圆袁钱东福 猿

渊员援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袁江苏 南京 圆员园园圆怨曰圆援 江苏省洪泽湖监狱医院袁 江苏 泗洪
圆圆猿怨猿圆曰猿援 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袁江苏

摘

南京

圆员园园圆怨冤

了解监狱内服刑高血压患者的疾病认知和健康行为，
从而探讨高血压的危险因素

要院

和防治措施。

采用自拟调查表对某监狱所有高血压患者的疾病认知和健康行为进行问卷调查、

采用 孕藻葬则泽燥灶 字圆 检验等方法进行统计学分析。
体格检查，

猿园园 例高血压患者对疾病认知度总体

较高，
吸烟（字 越缘远援源猿、
孕 约 园援园园员），
饮酒（字 越圆怨怨援远猿、
孕 约 园援园园员），
月酝陨逸圆源（字圆越愿怨援苑员、
孕 约 园援园园员），每天睡
圆

圆

（字圆 越
眠时间小于 远 小时（字圆越远怨援猿远、
孕 约 园援园园员），不锻炼（字圆 越猿圆援远苑、
孕 约 园援园园员），不合理饮食（高钠等）

焦虑（字圆越圆猿缘援远猿、
员圆远援怨远、
孕 约 园援园园员），
心情抑郁、
紧张、
孕 约 园援园园员）与高血压疾病密切相关。

服刑

建议加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
高血压患者的健康行为、
月酝陨 等与疾病相关性高，
增加运动并控制体

重指数，
减轻精神压力以保持平衡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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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世界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袁世界各国
的患病率高达 员园豫耀圆园豫袁我国成人高血压的患病率

近几年一直呈上升趋势袁高血压也是狱内服刑人员
最常见的慢性疾病遥 但目前国内对服刑高血压患者
的健康知识尧疾病认知尧健康行为等有关的调查研究

为超重遥 纳入与排除标准院 淤符合世界卫生组 织
渊宰匀韵冤制定的原发性高血压诊断标准曰于无恶性肿
瘤尧精神类疾病曰盂意识清醒袁可积极配合本次研究曰

榆具有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袁 在指导下可完成本次
研究所涉及的各项调查遥

很少遥 高血压严重危害服刑人员的身体健康和生命

渊二冤高血压的诊断

安全袁也给监管安全带来严重威胁遥 因此袁了解服刑

由专业医务人员使用水银式血压计进行血压测

高血压患者的疾病认知尧健康行为及危险因素袁对高

量遥 研究对象在测量前空腹袁保持安静状态至少 员园

血压的早期预防尧及时治疗以及对监狱的安全稳定

南渊圆园员园 年修订版冤曳的标准袁将收缩压逸员源园 皂皂匀早

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遥

和渊或冤舒张压逸怨园 皂皂匀早 诊断为高血压遥

一尧对象与方法

渊三冤统计学方法

渊一冤调查方法
圆园员源 年 缘耀怨 月袁采用自拟调查表对某监狱筛查

出的 猿园园 例高血压患者的疾病认知和健康行为进行
问卷调查渊回收率为 员园园援园园豫冤袁根据普查中身高尧体
重的测量结果袁以咱体重渊噪早冤 辕 身高

分钟袁测量 猿 次取平均值遥 按照叶中国高血压防治指

圆

渊皂圆冤暂为公式袁

计算体质指数渊遭燥凿赠 皂葬泽泽 蚤灶凿藻曾袁月酝陨冤袁以 月酝陨 逸圆源

使用 杂孕杂杂员苑援园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袁

资料根据 孕藻葬则泽燥灶 相关系数检验袁检验标准 琢越园援园缘遥

二尧结

果

渊一冤调查对象一般情况
猿园园 例 高血 压患 者全 部为 男 性 袁猿园 岁 以 下 占

基金项目院江苏省野青蓝工程冶项目资助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源原员员原圆苑
作者简介院史恒明渊员怨苑猿原 冤袁男袁江苏沭阳人袁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酝孕匀 学员曰钱东福渊员怨苑猿原 冤袁男袁山东临沂人袁副

教授袁研究方向为卫生服务体系尧卫生管理与政策评估袁通信作者遥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
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渊Social Science泽冤

窑猿圆窑

愿援猿豫袁猿园耀源怨 岁占 源愿援苑豫袁缘园耀远怨 岁占 猿怨援猿豫袁苑园 岁以
上占 猿援苑豫遥文化程度院文盲半文盲尧小学占 猿怨豫袁初中

占 猿愿豫袁高中及以上占 圆猿豫遥 服刑前职业院个体经营
户及农民占 缘怨援猿豫袁 一般职员 辕 待业 辕 下岗 辕 失业人员
占 圆园豫 袁 机 关 辕 事 业 单 位 干 部 辕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占
员猿援苑豫袁企业管理 辕 经营人员占 苑豫遥 婚姻状况院已婚者

占 愿园援苑豫袁离婚 辕 丧偶者占 员圆援苑豫袁未婚占 远援远豫遥 已执

行刑期院约缘 年占 愿圆援猿豫袁逸缘 年占 员苑援苑豫遥 犯罪类型院
财产型占 缘源援猿豫袁其他型占 员怨豫袁淫欲型占 员员援苑豫袁暴
力 型 占 员园豫 袁 涉 毒 型 占 缘豫 遥 处 遇 等 级 院 普 宽 占
猿怨援猿豫袁从严占 猿缘豫袁宽管占 员猿援苑豫袁从宽占 员圆豫遥 高
血压病程为 远 个月至 源园 年袁平均病程 缘援猿 年遥
渊二冤对高血压的有关认知情况

在 猿园园 例高血压患者 中袁远圆援苑豫 患者 知道 慢性

病一旦采用药物治疗需终生服药袁知晓率较高遥 但
只有 圆远豫的患者知晓每日食盐摄入量为 远 克袁缘园豫

的患者不知道遥 导致血压升高因素的知晓情况袁对
食盐过多和精神紧张这两个因素知晓率最高袁均为
远猿援苑豫袁知晓率最低的是营养不良尧年龄男跃缘缘 岁及

女跃远缘 岁尧糖尿病遥 对于血压波动影响因素的知晓情
况袁情绪变化知晓率最高袁为 苑圆援猿豫遥 血压得不到控
制发展成疾病的知晓情况袁会发展成脑卒中知晓率
最高袁为 愿园豫渊表员冤遥

渊三冤患者的健康行为尧月酝陨尧心理因素分析
根据自 拟调查表及体重指数计 算结果袁 分析

猿园园 例高血压疾病与健康行为相关性遥 由表 圆 可知袁
吸烟尧饮酒尧月酝陨逸圆源尧每天睡眠时间小于 远 小时尧不

锻炼尧不合理饮食渊高钠等冤和心情抑郁尧紧张尧焦虑
与高血压疾病密切相关袁猿园园 例患者上述各项所占
人数均较高遥

三尧讨

论

有研究显示袁居民不良生活习惯可能增加高血
压发生率咱员暂遥 本文研究可知袁服刑高血压患者大多存

在吸烟尧饮酒尧睡眠时间少尧运动量及运动时间少尧
不合理饮食等不良生活习惯袁 且超 重情况较为普
遍袁提示对上述因素应加强控制遥
服刑人员是个特殊的群体袁很多不良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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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员

猿园园 例服刑高血压患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
回答人数 知晓率渊豫冤
项目
一旦采用药物治疗是否需要终生服药
是
员愿愿
远圆援苑
否
园缘怨
员怨援苑
不知道
园缘猿
员苑援远
每日食盐摄入量的知晓情况
园园缘
园员援苑
员园 克
园园怨
园猿援园
愿克
园苑愿
圆远援园
远克
克
园缘愿
员怨援猿
源
不知道
员缘园
缘园援园
导致血压升高的知晓情况
食盐过多
员怨员
远猿援苑
精神紧张
员怨员
远猿援苑
缺乏锻炼
员猿员
源猿援苑
遗传
员猿缘
源缘援园
胆固醇过高
园怨圆
猿园援苑
肥胖
员缘愿
缘圆援苑
经常吸烟
员员愿
猿怨援猿
男跃缘缘 岁袁女跃远缘 岁
园猿猿
员员援园
园猿愿
员圆援苑
糖尿病
园圆圆
园苑援猿
营养不良
员圆愿
源圆援苑
饮酒过量
血压波动影响因素的知晓情况
员愿愿
远圆援苑
运动
员怨苑
远缘援苑
肥胖
员缘猿
缘员援园
气候
圆员苑
苑圆援猿
情绪变化
圆员猿
苑员援园
吸烟尧酗酒
员员缘
猿愿援猿
以上都有影响
园员苑
园缘援苑
不知道

血压得不到控制袁发展成疾病知晓情况
冠心病
脑卒中渊中风冤
肾功能不全
以上都有可能
不知道
预防高血压方式的知晓情况
低盐饮食
加强锻炼尧控制体重
戒烟限酒尧保持心理平衡
以上都是
不知道

员远怨
圆源园
园怨园
园愿园
园圆怨

缘远援猿
愿园援园
猿园援园
圆远援苑
园怨援苑

圆圆猿
圆员园
圆猿员
园愿园
园圆远

苑源援猿
苑园援园
苑苑援园
圆远援苑
园愿援苑

的形成更趋于年轻化袁本研究发现服刑高血压患者

道合理饮食的方式袁但由于长期的饮食习惯袁他们不

有饮酒史的比例较高袁而有研究表明男性持续饮酒

愿意去改变遥服刑人员活动范围小袁久坐和体力活动

者比不饮酒者 源 年内高血压发生危险增加 源园豫 咱圆暂遥

不足袁该监狱虽然有操场和篮球场等运动场地袁但每

高钠饮食是我国大多数高血压患者 发病最主要的

天并没有安排一定的时间让服刑人员锻炼袁 只有少

危险因素袁该监狱大部分服刑人员是北方人袁喜欢

部人利用空闲时间做少量的运动袁 而静态生活时间

高钠饮食袁每餐中的含盐量较高遥 在研究的服刑人

越长袁人群的 月酝陨 水平越高袁相应人群中患高血压

员 猿园园 例高血压患者中袁一部分患者虽然观念上知

的风险亦显著增高遥一些服刑人员的不良习惯难改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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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行为尧月酝陨尧心理因素与高血压疾病的相关性

四尧建

例数渊例冤 所占比例渊﹪冤 字圆 值 孕 值

项目

月酝陨
约圆源
逸圆源
吸烟史
有
无
饮食合理
是
否
睡眠渊小时 辕 天冤

园约远
逸远
饮酒史
有
无
运动
不锻炼
锻炼
心情紧张尧抑郁尧焦虑
无
有

园怨圆
圆园愿

猿园援远苑
远怨援猿猿

员怨远
员园源

远缘援猿猿
猿源援远苑

园缘远援源猿 约园援园园员

园愿员
圆员怨

圆苑援园园
苑猿援园园

员圆远援怨远 约园援园园员

圆园员
园怨怨

远苑援园园
猿猿援园园

园远怨援猿远 约园援园园员

圆缘远
园源源

愿缘援猿猿
员源援远苑

圆怨怨援远猿 约园援园园员

员愿缘
员员缘

远员援远苑
猿愿援猿猿

园缘远
圆源源

员愿援远苑
愿员援猿猿

园愿怨援苑员 约园援园园员

窑猿猿窑
议

渊一冤加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
健康教育作为生活方式的主要干预手段袁 应定
期对服刑人员举办高血压知识讲座及健康教育袁制
作疾病防控宣传栏袁编印健康指导手册等袁提高服刑
人员对不良的生活方式引起高血压病危害的认识袁
需要让诸如少盐尧少酒尧少肉尧多运动等预防行为养
成袁 使服刑人员积极改变自身的不良健康行为习惯
袁 使原来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真正改变为健康的生

咱苑暂

活方式遥监狱医院要联合卫生部门袁调整服刑人员的
饮食结构袁从源头上控制高钠饮食袁并加强随访管理
袁尽可能控制食盐每天 远 克以下袁降低高血压的发

咱愿暂

生率遥

渊二冤增加运动袁控制 月酝陨
建议监狱有关部门制定必要的制度袁 在服刑人

园猿圆援远苑 约园援园园员
圆猿缘援远猿 约园援园园员

吸烟率较高袁这部分人进监狱以后袁吸烟并没有被禁

员劳动期间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袁 根据身体状况选
择有氧适量运动半小时以上袁比如在操场上慢跑等袁
减轻体重袁 使 月酝陨 控制在 圆源 以下袁 提高心血管系

统性能袁使血管的舒缩运动趋向正常化袁预防高血压
病的发生遥

止遥 监狱对服刑人员进行的是人性化管理袁为了调

渊三冤减轻精神压力袁保持平衡心理

动改造的积极性和调节情绪袁允许服刑人员每天在

长期精神压力和 心情抑郁等情绪是引起 高血
压的重要原因之一遥 监狱医院要联合心理矫治 部

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吸烟遥
监狱是个特殊单位袁为了监管安全的需要袁服刑

门袁特别对存在心理问题的高血压服刑人员要进行

人员睡眠与社会人群不同袁晚上必须开灯睡觉袁由于

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疏导袁开展心理咨询和心理干

好多人不适应长期开灯睡眠袁造成睡眠质量差袁甚至

预袁要教育罪犯正确面对刑罚袁正确面对自己尧他人

睡眠障碍遥 长期睡眠障碍可使大脑皮质兴奋袁血管中

和社会袁消除恐惧尧压抑尧焦虑尧紧张情绪袁保持积极

枢调节功能异常袁并可引起很多激素或体液因子原有

乐观的心态袁从而提高机体应激能力和对高血压治

节律改变袁这些变化都可能与高血压形成有关 咱猿暂遥 罪

疗的依从性遥

服刑对家庭产生的重大影响等袁各方面的顾虑引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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