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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依托微信群开展大学生结核病防治健康教育的效果ꎬ为探寻结核病有效的健康教育方式提供依

据ꎮ 方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ꎬ抽取潍坊医学院 ６ 个班级共 ３０７ 名学生ꎬ随机分为传统组与微信组ꎮ ２ 组在进行结核病

防治知识讲座后ꎬ传统组采用发放宣传手册和摆放展板方式、微信组依托微信群开展结核病防治健康教育干预ꎮ 干预前后

采用自行设计的同一问卷进行调查ꎮ 结果　 干预前 ２ 组大学生结核病各防治知识知晓率、正确态度行为形成率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干预后微信组结核病各防治知识知晓率、正确态度行为形成率均高于传统组ꎬ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传统的结核病干预方式效果不明显ꎬ利用微信群开展健康教育是一种有效的干预方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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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核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传染病ꎬ是全

球关注的公共卫生及社会问题[１] ꎮ 在我国 １５ 岁及以

上人群中约有 ５００ 万人患有活动性肺结核ꎬ２０ ~ ２５ 岁

年龄段有一个发病小高峰[２] ꎮ 有资料显示ꎬ大学生结

核病防治知识知晓率较低[３－５] ꎬ８９.９％的学生认为肺结

核是比较严重和很严重的疾病[３] ꎬ故学校一旦出现结

核病聚集性发病ꎬ极易引起学生恐慌心理的发生和蔓

延ꎮ 在高校开展有效的防治结核病健康教育ꎬ可以使

大学生充分了解结核病相关知识及国家防治政策ꎬ提
高自我保护意识ꎬ消除恐惧心理ꎬ从而有利于早期发

现结核病人ꎬ及时控制传染源ꎬ提高治愈率[６－７] ꎮ 本文

旨在探讨依托微信群开展大学生结核病防治健康教

育的效果ꎬ 为今后实施结核病防治健康教育提供

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本研究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１２ 月进行ꎮ 采用

整群随机抽样法ꎬ从潍坊医学院 ２０１５ 级大一学生中随

机抽取 ６ 个班级共 ３１７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ꎬ并以班

级为单位随机分为传统组与微信组ꎮ 干预前发放调

查问卷 ３１７ 份ꎬ 回收有效问卷 ３０７ 份ꎬ 回收率为

９６.８５％ꎬ其中传统组 １５１ 份ꎬ微信组 １５６ 份ꎮ 干预后

发放调查问卷 ３１７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３１２ 份ꎬ回收率为

９８.４２％ꎮ 其中传统组 １５３ 份ꎬ微信组 １５９ 份ꎮ
１.２　 方法　 根据讲座的内容ꎬ通过咨询结核病相关专

家ꎬ自行设计调查问卷ꎬ内容包括对结核病相关知识

的了解情况ꎬ对待结核病人的态度ꎬ以及正性行为形

成情况等ꎮ 首先ꎬ选取 ５０ 名学生进行预调查ꎬ得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３８ꎬ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ꎮ
正式干预前后均由经过培训的调查者进行问卷调查ꎬ
以班级为单位ꎬ由学生自行填写并当场收回ꎮ
１.２.１　 专题讲座 　 两组大学生均参与结核病防治知

识专题讲座ꎬ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业人员授课ꎮ
１.２.２　 传统组干预 　 传统组在结核病知识专题讲座

后ꎬ由医务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发放宣传手册、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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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板进行干预ꎮ 学生利用课余时间阅读手册ꎬ周末由

志愿者带领看展板ꎬ督促学习ꎬ医务人员负责做好问

题解答ꎮ 干预时间为 ３ 个月ꎮ
１.２.３　 微信组干预 　 微信组在结核病知识专题讲座

后ꎬ以班级为单位组建微信群ꎮ 由 １ 名医务人员、３ 名

经专门培训的大学生志愿者进行微信群管理ꎮ 管理

人员均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ꎬ并熟练掌握微信

各项功能操作和结核病防治知识ꎮ 医务人员负责问

题解答ꎮ 由大学生志愿者在群里发送微信传播宣教

内容ꎬ并督促群成员学习ꎬ同时发动群成员将自己从

其他途径获取的结核病知识发到群里ꎬ大家一起学

习、讨论ꎮ 每周 １ 次ꎬ持续 ３ 个月ꎮ
１.３　 统计分析　 将所得数据按要求输入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３ꎬ

然后导入 Ｓｔａｔａ １４.０ 统计学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ꎮ
干预前后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健康态度行为形成

率比较均采用 χ２ 检验ꎬ以 Ｐ<０.０５ 为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干预前 ２ 组大学生结核病防治知识态度行为比

较　 干预前传统组与微信组大学生结核病各防治知

识知晓率及正确态度行为形成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干预后 ２ 组大学生结核病防治知识态度行为比

较　 干预后微信组大学生结核病各防治知识知晓率

及正确态度行为形成率均明显高于传统组(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大学生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和态度行为形成率干预前后组间比较

知识态度行为
干预前

传统组(ｎ ＝ １５１)微信组(ｎ ＝ １５６) χ２ 值 Ｐ 值

干预后

传统组(ｎ ＝ １５３)微信组(ｎ ＝ １５９) χ２ 值 Ｐ 值
活动期肺结核患者具有传染性 ６５(４３.０５) ６２(３９.７４) ０.３４５ ０.５５７ １０３(６７.３２) １３０(８１.７６) ８.５９９ ０.００３
肺结核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 ９２(６０.９３) ９９(６３.４６) ０.２１０ ０.６４７ １３８(９０.２０) １５３(９６.２３) ４.５１７ ０.０３４
咳嗽咳痰 ２ 周以上应考虑可能感染肺结核病 ４６(３０.４６) ５６(３５.９０) １.０２１ ０.３１２ １０６(６９.２８) １４６(９１.８２) ２５.５１０ ０.０００
怀疑得了肺结核需到定点医疗机构检查 / 治疗 ８０(５２.９８) ７６(４８.７２) ０.５５８ ０.４５５ １１１(７２.５５) １３６(８５.５３) ７.９７２ ０.００５
结核分枝杆菌分离培养阳性 / 肺部病变是确诊标准 ４０(２６.５０) ４７(３０.１３) ０.５００ ０.４８０ ９９(６４.７１) １２８(８０.５０) ９.８１７ ０.００２
在定点医疗机构检查和治疗肺结核可享受免费政策 ４２(２７.８１) ４９(３１.４１) ０.４７６ ０.４９０ １１２(７３.２０) １３７(８６.１６) ８.１２８ ０.００４
规范全程用药ꎬ肺结核是可以治愈的 ９９(６５.５６) ９４(６０.２６) ０.９２６ ０.３３６ １２８(８３.６６) １４５(９１.１９) ４.０４７ ０.０４４
愿将有关知识传播给他人 ９０(５９.６０) ９８(６２.８２) ０.３３５ ０.５６３ １２５(８１.７０) １５１(９４.９７) １３.４５０ ０.０００
能正确对待肺结核病人 ４３(２８.４８) ４８(３０.７７) ０.１９３ ０.６６０ １１３(７３.８６) １３４(８４.２８) ５.１３４ ０.０２４
自己有结核病会告诉周围的人 ４１(２７.１５) ４６(２９.４９) ０.２０６ ０.６５０ ９８(６４.０５) １２７(７９.８７) ９.７０６ ０.００２
不随地吐痰ꎬ咳嗽、喷嚏捂住口鼻 １００(６６.２３) １０１(６４.７４) ０.０７５ ０.７８５ １２８(８３.６６) １４５(９１.１９) ４.０４７ ０.０４４
有疑似症状应及时就诊 １０８(７１.５２) １０６(６７.９５) ０.４６４ ０.４９６ １２４(８１.０５) １４６(９１.８２) ７.７７５ ０.００５
接受预防性治疗 １０７(７０.８６) １１５(７３.７２) ０.３１３ ０.５７６ １２７(８３.０１) １４９(９３.７１) ８.７５３ ０.００３
室内应经常通风换气 ７９(５２.３２) ８７(５５.７７) ０.３６８ ０.５４４ １２０(７８.４３) １４７(９２.４５) １２.４２０ ０.０００
最少 ２ 周翻晒被褥 １ 次 ５５(３６.４２) ４９(３１.４１) ０.８６１ ０.３５４ ９２(６０.１３) １２３(７７.３６) １０.８０２ ０.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知晓率或形成率 / ％ꎮ

３　 讨论
大学生相互间密切接触ꎬ人员密度大ꎬ生活环境、

空气流通相对较差ꎬ一旦发病ꎬ极易引起结核暴发流

行ꎬ是结核病防治的重点人群之一ꎮ 有效的结核病防
治健康教育对提高大学生自我防护意识ꎬ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ꎬ减少结核病传播ꎬ更好地控制结核病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有资料报道ꎬ大学生对各种方式健康教育的接受

程度有所不同ꎬ最受欢迎的或易于接受的是新型媒介
传播式教育[８－９] ꎮ 有文献显示ꎬ互联网传播手段对提
高大学生肺结核防治知识的知晓效果有影响[１０－１１] ꎮ
微信作为一个较为成熟的网络交流软件ꎬ是一款可以
通过网络快速发送文字、图片、语音、视频ꎬ支持多人
群聊的手机软件ꎬ大学生是最主要的使用群体[１２－１４] ꎮ
微信使用完全免费ꎬ传输速度快、传播内容广ꎬ而且不

受环境、场所的限制ꎮ 基于以上特点ꎬ作为实施健康
教育的平台ꎬ微信比其他互联网传播方式如微博、ＱＱ
等更具优势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干预前两组大学生结核病防治

知识知晓率、正确态度行为形成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ꎮ 干预后微信组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率、正确态度

行为形成率高于传统组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ꎮ 说明
通过微信群开展健康教育对提高大学生结核病防治
知识态度行为效果明显ꎮ 微信群健康教育可以利用
微信的多种功能将结核病防治知识发送到目标人群ꎬ
群成员可以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反复阅读学习ꎬ遇到
不明白的问题可以提问ꎬ医护人员予以解答ꎮ 同时在
微信群里所有的群成员可以在线进行讨论ꎬ也可以将
自己以其他方式获取的结核病知识发到群里和大家
共享ꎬ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ꎬ还可以运用图
片、文字、语音、视频多种形式进行交流互动ꎬ容易被
大学生接受ꎮ 同时微信特有的语音对讲功能使学习
讨论问题更加方便ꎬ而且语音文件可以储存在微信平
台上ꎬ即便信息暂时接收不到ꎬ也不会因此丢失ꎬ群成
员可以在自己方便的时候进行学习ꎮ 传统的方式ꎬ结
核病健康讲座内容多ꎬ知识点零散ꎬ学生课堂上很难
将讲座的内容完全理解掌握ꎮ 讲座后靠发放宣传手
册、摆放展板干预ꎬ缺少互动交流ꎬ相对枯燥ꎬ同时学
生不能随身携带ꎬ只是暂时翻阅ꎬ很难做到充分掌握ꎮ
而微信群健康教育克服了传统宣传方式的不足ꎬ具有
操作简单、传播内容广、宣传效率高等特点ꎮ

本研究发现ꎬ通过微信群健康教育ꎬ结核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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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知晓率明显提高ꎬ基本达到了“全国结核病防治

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中全民结核病防治核心信息知

晓率达到 ８５％的目标[１５] ꎮ 但有些知识如活动期肺结

核患者具有传染性ꎬ结核分枝杆菌分离培养阳性 / 肺
部病变是确诊标准的知晓率分别只有 ８１. ７６％ꎬ
８０.５０％ꎻ态度行为中如自己有结核病会告诉他人ꎬ定
期翻晒被褥至少 ２ 周一次ꎬ还达不到 ８５％的目标ꎮ 今

后要有针对性地实施健康教育ꎬ同时加强教育过程中

的互动交流ꎬ充分利用微信的语音、视频功能ꎬ对疑难

问题在群里展开讨论ꎬ并将肺结核的病因、诊断、预防

治疗与日常行为相结合ꎬ使大学生全面了解结核病防

治知识ꎬ以提高大学生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及正确

态度行为形成率ꎬ有效控制结核病在学校的流行与

蔓延ꎮ
在本研究中ꎬ微信组学生对该微信群的关注度、

参与度分别为 ９２.１％和 ８６.７％ꎬ较高的关注度和参与

度有利于健康教育的实施ꎮ 要想获得较高的关注度、
参与度ꎬ群管理人员需要充分利用微信的多种功能ꎬ
将不同形式的宣教内容轮流发送ꎬ定期请结核病防治

专家解答疑难问题ꎬ定期发动群成员进行讨论ꎬ同时

检查督促ꎬ要求群成员进群浏览信息留言ꎬ发现经常

不进群的及时进行沟通ꎮ 建群最好以班级为单位ꎬ每
班 ５０ 人左右ꎬ便于管理ꎮ 为使群成员阅读方便ꎬ建议

将发在群里的宣教内容个人收藏ꎬ以利于日后阅读学

习ꎮ 给群成员分配任务ꎬ如要求每人每周发送至少 １
条有关结核病防治的信息ꎮ 也可考虑与有关部门合

作ꎬ将表现突出的学生给予适当奖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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