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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对扩张型心肌病合并心力衰竭患者抑郁心理的干预效果

孙洪巧 、 张美华 、 刘　敏 、 曲　静 、 丛明慧

【摘要】目的　探讨循证护理（EBN）对扩张型心肌病（DCM）合并心力衰竭（HF）患者的干预效

果。方法　选取本院 2015 年 1 月～2016 年 6 月期间收治的 DCM 合并 HF 患者 80 例，并随机分为两

组：观察组 40 例行 EBN 合并常规护理，对照组 40 例行常规护理，对比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观察

组护理后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明尼苏达心力衰竭生活质量调查表（MLHFQ）

评分、左室舒张末径（LVEDD）及再住院率均低于对照组，左室射血分数（LVEF）、6min 步行距离

（6WMT）均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实施循证护理能够降低

DCM 合并 HF 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及再住院率，改善心功能及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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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on patients with dilatedcardiomyopathy and heart failure 　 
　　SUN Hongqiao，ZHANG Meihua，LIU Min，et al. Qingdao Central Hospital，Qingdao 26604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EBN）on patients with dilatedcar-

diomyopathy （DCM）and heart failure （HF）. Methods　A total of 80 patients with DCM and HF admitted in our hos-

pital from January 2015 to June 2016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40 c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EBN combined with routine nursing，40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only. The nursing effec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nursing，the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scores，Self-

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scores，Minnesota Heart Failure Quality of Life Scale （MLHFQ）scores，left ventricu-

lar end diastolic diameter （LVEDD）and re-hospitalization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and 6-min walk test （6WMT）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EB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reduce the re-hospitalization rate，improve the cardiac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DCM combined with HF.

【Key words】 Dilatedcardiomyopathy；Heart failure；Evidence-based nursing；Anxiety and depression；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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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型心肌病（dilatedcardiomyopathy，DCM）

是心内科最为常见的一种心肌病，也是诱发致死性

心力衰竭（HF）的主要原因之一。DCM 的发病是

一个隐匿且缓慢的过程，一旦出现 HF 将导致患者

的心功能进行性恶化，严重影响生命健康及生存质

量［1］。目前，DCM 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临床

尚缺乏特效治疗手段，多数预后不良。近年来，临

床研究发现对 DCM 合并 HF 患者应用醛固酮受体拮

抗剂（ARA）及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等

治疗能够显著改善 HF 症状、降低病死率并延长生存

期［2］。但长期疾病折磨、药物治疗、经济负担及生

活活动受限等，DCM 伴 HF 患者普遍存在焦虑、抑

郁等负性情绪，生活质量及生活功能受到明显影响，

而负性情绪又将进一步影响治疗效果及临床转归。

鉴于此，本研究对 DCM 伴 HF 患者开展循证护理

（Evidence-based nursing，EBN），旨在探讨护理因素

是否能够进一步改善患者的身心健康状态及生活质

量，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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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 2015 年 1 月～2016 年 6 月期间收治的

DCM 合并 HF 患者 80 例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

符合《心肌病诊断与治疗建议》［3］中相关诊断标准，

确诊为 DCM 合并 HF；②纽约心脏病协会（NYHA）

心功能分级为Ⅱ～Ⅳ级；③年龄≥ 18 岁；④认知功

能、沟通交流能力及视听功能正常；⑤患者或其家属

自愿且知情，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⑥文化程度在小

学以上；⑦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排除标

准：①合并严重脑、肝、肺、肾等其他脏器功能不全

者；②合并急性心肌梗死、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严

重心律失常、严重心脏瓣膜疾病等其他心脏疾病者；

③合并精神疾病、神经系统疾病、运动系统疾病、

呼吸功能受损、恶性肿瘤、未控制糖尿病及高血压

等患者。80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 40 例，男

29 例，女 11 例，年龄 22-68（52.34±3.95）岁；病程

2～16（3.71±0.52）年；NYHA 心功能分级：12 例Ⅱ

级，20 例Ⅲ级，8 例Ⅳ级。对照组 40 例，男 31 例，

女 9 例，年龄 22-70（53.19±4.11）岁；病程 3～18
（3.95±0.61）年；NYHA 心功能分级：13 例Ⅱ级，19
例Ⅲ级，8 例Ⅳ级。两组年龄、性别、病程及心功能

分级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两组均常规予以 ACEI、ARA、利尿剂、β受体

拮抗剂、正性肌力药物等治疗，两组治疗方案基本

一致。

1.2.1　对照组：在药物治疗基础上予以常规护

理病情监护、健康教育、用药指导、运动指导、生

活护理等。

1.2.2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予以 EBN。（1）

组建 EBN 小组：由护士长 1 名、责任护士 2 名及专

科护士若干组成 EBN 小组，组员学历均在大专及以

上，均接受系统化循证护理相关知识培训。护士长

担任 EBN 小组组长，全程督导 EBN 的实施；责任护

士担任责任小组组长，指导护理活动的完成。小组

成员共同完成问题确认、文献检索、循证支持等，

并由专科护士执行护理。（2）问题确认：分析 DCM

合并 HF 患者的心理特征，查阅相关文献并结合临

床实践提出影响 DCM 合并 HF 患者能心理问题及其

影响因素，包括疾病错误认知或认知不足、临床症

状、药物不良反应等。并搜索如何缓解或解除焦虑、

抑郁等情绪的方法。（3）循证支持：明确问题后通过

检索万方、知网等数据库文献，获取最佳证据支持，

并验证其科学性与可靠性。（4）制定计划：根据问题

及循证支持，结合本组患者特点、临床经验等制定

EBN 计划，并邀请医院相关专家进行科学性及可行

性评价。（5）护理执行：①认知干预：根据患者及其

家属的年龄、文化层次及理解能力等，选择合适的

语言与沟通交流方法讲解 DCM 与 HF 相关知识、当

前治疗方法、临床预后及相关注意事项，纠正患者

的错误观念或认知，提高其对疾病相关知识的认识

度，激发其主观能动性，正确面对自身病情，缓解

负性情绪。②社会家庭支持：做好患者家属的思想工

作，强调家庭环境对患者病情康复的重要性，鼓励

其主动与患者沟通交流，以积极乐观的心态感染患

者，提供给患者充分的关心、照护与物质支持，尽

量多地陪伴、支持和帮助患者，为其树立康复信心。

鼓励病友间进行自我护理、情绪调控及症状控制等

经验交流，促进信息功效，充分发挥家庭、病友及

医护人员等社会家庭支持作用。③行为干预：为患

者营造安静、整洁、术式的疗养环境，最大限度地

避免一切情绪应激源。根据患者的病情及个体特点

调节饮食计划，予以清淡、低脂、营养丰富且易于

消化饮食，鼓励患者戒烟酒、忌浓茶及咖啡等，并

解释其目的及意义，帮助其养成良好的生活行为习

惯，改善生理健康状况。鼓励患者充分休息，养成

良好的作息规律，心功能Ⅱ～Ⅲ级者取半卧位休息，

Ⅳ级患者绝对卧床休息并将床头抬高，以减轻心肌

耗氧量，提高患者舒适度，减轻负性情绪。④运动

干预：鼓励患者进行步行训练，初期 1 周内 2～3min/

次，休息 1min 后继续，5～10min/d，此后可逐步延

长至 6min/ 次以上。1 个月后进行打太极、慢跑、羽

毛球等运动，30min/ 次，1 次 /d，5 次 / 周以上，并

逐步增加运动量，以心率（HR）维持在 50％～70％

左右为宜，以促进身体机能康复，同时也有利于重

塑患者的自信心。⑤个性化心理护理：与患者建立互

信互助的关系，以丰富的知识及娴熟的操作提高患

者的安全感及信任感。以乐观的心态及和蔼的态度

与患者沟通交流，尽量选择患者感兴趣的话题与其

交流，构建和谐护患关系的同时转移其注意力。引

导其发泄内心情绪，评估其心理状态，站在患者的

角度予以针对性安慰、鼓励、疏导，缓解其负性情

绪。⑥音乐疗法：每日午睡后根据患者的喜好予以听

舒缓轻柔的歌曲或乐曲，30min/ 次，引导患者体会

音乐中的美好情境，回忆既往愉快的体验，缓解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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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负性情绪。

1.3　观察指标

护理前及护理 6 个月后评价以下指标：（1）采用

明尼苏达心力衰竭生活质量调查表（MLHFQ）［4］评价

患者的生活质量，包括情绪、体力、社会、经济等

方面共 21 个问题，每个问题以 0～5 级评价，总分

0～105 分，得分越高则生活质量越差。（2）行心脏

彩超检查测定左室舒张末径（LVEDD）及左室射血分

数（LVEF）。（3）采用 Zung 焦虑自评量表（SAS）与

抑郁自评量表（SDS）［5］评价焦虑、抑郁症状，得分

≥ 50/53 分判定为有焦虑 / 抑郁症状。（4）测量 6min

最大步行距离（6WMT），一评价患者的运动耐量。

（5）统计护理后 6 个月内死亡率及再住院率。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9.0 版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以均数

± 标准误差（x±s）描述计量资料，比较经 t 检验；

以百分率（n，％）描述计数资料，比较经卡方χ2 检

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标准。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前后 SAS 及 SDS 评分比较

护理前两组间 SAS 及 SD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护理后均较护理前显著降低，且

观察组低于对照组，组内及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两组护理前后心功能指标比较

护理前两组 LVEDD 及 LVEF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护理后 LVEDD 均显著降低且观察

组显著低于对照组，LVEF 均显著提高且观察组显著

高于对照组，组内及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2.3　两组护理后 MLHFQ 评分及 6WMT 比较

护理前两组 MLHFQ 评分及 6WMT 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两组 MLHFQ 评分均

显著降低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6WMT 均显著

提高且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组内及组间比较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2.4　两组死亡率及再住院率比较

观察组无死亡病例，3 例（7.50％）再住院；对

照组 2 例（5.00％）死亡，12 例（30.00％）再住院。

两组死亡率比较无明显差异（χ2=2.051，P=0.152），

表1　两组护理前后SAS及SDS评分比较（x±s，分，n=40）

组别
SAS SDS

护理前 护理后 t P 护理前 护理后 t P

观察组 57.83±13.92 40.02±6.11 7.410 0.000 60.12±15.34 41.12±8.66 6.8216 0.000

对照组 56.92±14.24 48.98±8.45 3.033 0.003 61.23±15.57 50.27±8.02 4.510 0.000

t 0.289 5.434 0.321 4.903

P 0.773 0.000 0.749 0.000

表2　两组护理前后心功能指标比较（x±s，n=40）

组别
LVEDD（mm） LVEF（％）

护理前 护理后 t P 护理前 护理后 t P

观察组 64.21±6.78 55.02±5.11 6.846 0.000 38.79±3.24 45.83±4.45 8.089 0.000

对照组 63.78±6.82 60.12±6.02 2.545 0.013 37.88±3.41 40.01±4.13 2.515 0.014

t 0.283 4.085 1.223 6.063

P 0.778 0.000 0.225 0.000

表3　两组护理后MLHF评分及6WMT比较（x±s，n=40）

组别
MLHFQ（分） 6WMT（m）

护理前 护理后 t P 护理前 护理后 t P

观察组 69.45±8.64 36.78±4.56 21.150 0.000 157.21±24.21 321.49±55.32 17.206 0.000

对照组 66.79±8.43 45.62±6.11 12.860 0.000 160.19±26.54 271.12±43.21 13.835 0.000

t 1.394 7.333 0.525 4.538

P 0.167 0.000 0.60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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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观察组的再住院率显著低于对照组（χ2=6.646，

P=0.010）。

3　讨论

DCM 是一种不明原因原发性心肌病，常伴有

HF 而导致病情进行性加重，5 年生存率仅为 40％左

右［6］。临床实践表明，药物治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 DCM 伴 HF 患者的临床症状、延长生存期，但

对最终临床预后并无明显改善作用［2］。由于对疾病

及治疗认知不足、对治疗丧失信心、生活质量降低、

活动受限及生存意识下降等，DCM 伴 HF 患者极易

出现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严重影响其治疗依从

性，导致治疗效果降低、心功能持续恶化及 HF 反

复发作。现代医学模式认为，在疾病诊疗护理过程

中应充分重视身心统一，即实现社会、心理、生理

等方面的全面改善，方可促进全面康复。因此，在

DCM 伴 HF 患者的临床治疗中开展科学合理的护理

干预措施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增强其战胜病信心，

预防或控制疾病恶化具有重要意义。

EBN 是基于循证医学理念而形成的护理模式，

强调护理行为有据可依，在充分利用当前研究证据

的基础上，采用各项可行护理技术，结合临床实践、

临床经验及患者需求而开展针对性、有效性护理干

预［7］。张晖等［8］对 DCM 伴 HF 患者实施 EBN 干预，

疾病控制率达 90.2％，较常规护理的 81.2％明显提

高，且患者的住院时间明显缩短，住院费用明显降

低。由此可见，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早期实施科学

有效的心理干预，有利于解决患者的心理问题，改

善临床预后。EBN 强调循证依据指导护理行为，相

较于传统护理具有目的性、针对性与灵活性，能够

提高护理质量与护理效果。本研究在分析 DCM 伴

HF 患者的负性情绪特征、影响因素特征的情况下，

寻找循证依据，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 EBN 干预措

施，提高了护理及治疗效果。研究结果显示，观察

组护理后 SDS 及 SAS 评分较护理前及对照组明显降

低，心功能指标（LVEDD 及 LVEF）较对照组明显改

善。提示 EBN 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

并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者的心功能，从而延缓疾

病进程。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认知干预能够使患

者对自身病情有清楚、正确的认识，从而缓解负性

情绪，积极配合临床治疗护理；行为干预能够帮助患

者建立良好的生活行为习惯，改善躯体功能、减轻

临床症状、促进机体康复，从而缓解因疾病所致心

理压力；个性化心理护理能够针对性解决患者的心理

问题，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临床研究发现，聆听

轻柔舒缓的音乐可起到镇痛、缓解焦虑抑郁等负性

情绪的作用，产生心理生理正性刺激作用［9］。既往

对 HF 患者多采取绝对卧床休息，但在临床实践中发

现，长期运动减少并不会改善心功能，甚至可加重

心衰症状，导致患者活动受限及自理能力降低加重，

进一步影响患者的心理状态及生理功能［10］。本研究

针对不同心功能分级患者采取不同的休息方式，并

根据病情变化开展运动干预，不仅有利于促进生理

机能及临床症状的改善，同时也有利于重塑患者的

信心。而随着症状改善及病情缓解，患者的负性情

绪也将获得进一步改善。配合社会家庭支持，能够

解除或缓解患者的担心给家庭造成负担及医疗费用

等方面的困扰，为其营造良好的康复环境，进一步

缓解负性情绪。

DCM 伴 HF 患者由于心功能降低、躯体不适、

负性情绪、认知不足等严重影响生活质量。MLHFQ

是当前国际临床用于评价 HF 患者生活质量应用最广

泛的评价工具。金爱莲等［11］研究发现，心理护理干

预能够消除 DCM 伴 HF 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同

时还可改善其生活质量。本研究中观察组通过认知

干预、社会家庭支持、行为干预、运动干预、心理

护理、音乐疗法等 EBN 干预后，MLHFQ 评分较护

理前及对照组明显降低，与田莉萍等［12］研究结果相

似，进一步证实 EBN 能够有效缓解 DCM 伴 HF 患者

的负性情绪，改善生活质量。此外，研究还发现观

察组在 EBN 干预后 6WMT 较对照组显著提高，再住

院率明显降低，进一步证实 EBN 能够改善患者的临

床预后。

综上所述，EBN 能够显著减轻 DCM 伴 HF 患者

的焦虑、抑郁心理，改善心功能及生活质量，降低

再住院率，这对改善远期预后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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