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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护理干预对冠心病心力衰竭患者负性情绪及血清皮质醇的影响

王晓娟 、 邵　静 、 朱祥苓 、 邢超然

【摘要】目的　探讨针对性护理干预对于冠心病（CHD）合并心力衰竭（CHF）患者的负性情绪及

血清皮质醇（Cor）水平的影响。方法　将 124 例 CHD 合并 CHF 患者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 62 例给

予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 62 例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针对性护理干预。比较两组干预前后焦虑自评量

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明尼苏达心力衰竭生活质量调查表（LiHFe 评分）、血清 Cor 水平及

左室射血分数（LVEF）。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的 SAS、SDS、LiHFe 评分及血清 Cor 水平显著低于

对照组，LVEF 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针对性护理干预可下调 CHD 合并 CHF 患者的负

性情绪及血清 Cor 水平，改善患者的心功能及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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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targeted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negative emotion and serum cortisol in coronary heart dis-
ease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WANG Xiaojuan，SHAO Jing，ZHU Xiangling，et al，Qingdao Municipal Hospi-
tal，Qingdao 266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argeted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negative emotion and serum 

cortisol（Cor）in coronary heart disease（CHD）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CHF）. Methods Totally 124 cases 

of CHD patients with CHF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62 cases in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in-

tervention，62 c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targeted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SAS，SDS，LiHFe，serum Cor level and LVEF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

the scores of SAS，SDS，LiHFe and the serum level of Co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the LVEF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argeted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negative emotion and serum Cor level in CHD pa-

tients with CHF，improve the cardiac function and life quality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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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心病（CHD）是临床常见、高发心血管疾病，

随着病情进展可出现慢性心力衰竭（CHF），具有病

程长、并发症多及死亡率高等特点。临床研究发现，

社会心理因素在 CHD 伴 CHF 的发生、发展、治疗、

转归中均具有重要作用，故 CHD 及 CHF 又被认为是

心身疾病［1］。临床研究表明，皮质醇（Cor）参与了

机体蛋白质、脂肪及糖类代谢，Cor 分泌紊乱可影响

中枢神经系统功能，不仅可加重患者的病情，还可

诱发抑郁等情感障碍［2］。本研究对 CHD 伴 CHF 患者

实施针对性护理干预，观察了患者负性情绪、血清

Cor、生活质量及心功能的改善，旨在为临床干预提

供理论支持。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院心内科住院

CHD 合并 CHF 患者 124 例，随机分为 2 组：观察组

62 例，其中男 44 例，女 18 例，年龄 45～75（60.45
±6.19）岁；病程 2～15（5.01±1.44）年；纽约心脏

病协会（NYHA）心功能分级：7 例Ⅰ级，21 例Ⅱ级，

24 例Ⅲ级，10 例Ⅳ级；合并症：45 例高血压，15 例

糖尿病，20 例高脂血症。对照组 62 例，其中男 40
例，女 22 例，年龄 42～75（61.19±6.23）岁；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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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5.13±1.56）年；NYHA 心功能分级：8 例Ⅰ

级，20 例Ⅱ级，26 例Ⅲ级，8 例Ⅳ级；合并症：42 例

高血压，13 例糖尿病，23 例高脂血症。两组一般资

料比较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病例选择

1.2.1　纳入标准　（1）符合世界卫生组织 / 国

际心脏病协会提出的 CHD 诊断标准［3］；（2）具有典

型 CHF 症状，如劳力性呼吸困难、夜间阵发性呼

吸困难及端坐呼吸困难等；（3）CHF 病程≥ 3 个月；

（4）患者自愿知情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5）研究

获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

1.2.2　排除标准　（1）CHD 以外其他原因所致

CHF；（2）急性心力衰竭患者或 CHF 急性加重期；

（3）合并严重肝、肾、肺等脏器功能障碍；（4）合

并血液系统、神经系统及精神疾病；（5）年龄 >75
岁；（6）妊娠期、哺乳期女性。

1.3　护理方法

两组均予以相同的常规治疗方案，对照组予以

入院宣教、生活护理、饮食护理及健康宣教等常规

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实施针对性护理干预：

1.3.1　认知干预　根据患者及其家属的文化程

度及理解接受能力，介绍 CHD 伴 CHF 相关知识、治

疗信息、预期效果、可能并发症及相关注意事项等，

帮助患者及其家属正确认识并面对疾病，激发其主

观能动性及康复信心，减少对并发症或诊疗护理措

施的恐惧或偏见。告知患者负性情绪是 CHD 伴 CHF

的发病危险因素，帮助其建立积极乐观的心理状态。

1.3.2　健康教育　强调科学作息习惯、饮食习

惯等对疾病康复的意义，讲解糖尿病、高血压、高

血脂等合并症相关知识，并督促其通过严格遵医嘱

控制血糖、血压、血脂，并定期接受复查，有利于

促进病情康复。

1.3.3　心理护理　主动关心和帮助患者，并以

丰富的理论知识、娴熟的操作技术、乐观向上的心

态及真挚和蔼的态度为患者提供护理服务，增加其

安全感与信任感，与其建立互信关系。引导患者抒

发内心的情绪或想法，评估其心理状态，并向患者

反馈其负性情绪尤其是焦虑、抑郁等。针对性予以

疏导、安慰、支持和鼓励等，缓解其负性情绪。指

导患者通过倾听音乐、深呼吸以及音乐背景下渐进

性身心放松等，起到放松肌肉及精神心理的作用。

1.3.4　饮食指导　向患者及其家属讲解不良饮

食习惯是 CHD 伴 CHF 发病的危险因素，并根据患者

的个体情况制定个性化饮食方案。指导其进食低盐、

低糖、低脂及低热量饮食，确保维生素及优质蛋白

摄入充分，忌食坚硬不易消化、辛辣刺激性食物，

尽量少食多餐，以减轻心脏负担，促进病情康复。

1.3.5　睡眠护理　为患者制定科学的睡眠休息

时间表，与患者家属共同监督患者严格按照时间计

划表作息，以维持良好的睡眠节律。完善睡眠健康

教育，嘱其晚餐不宜过饱或过饥，晚睡前 4h 避免过

度用脑、剧烈运动、饮用咖啡或浓茶等。为患者提

供安静舒适住院环境，降低警报音量，酌情延长血

压监测时间间隔，仅留光线柔和的床头灯，最大限

度地降低外界干扰。

1.3.6　用药指导　针对患者的病情及用药情况

进行相应的护理措施。向患者强调严格遵医嘱规律

服药的重要性，介绍常用药物名称、用法、用量、

可能不良反应及其监测、防治方法等。完善用药前

后监测，如对洋地黄类药物治疗者，用药前密切监

测患者的脉搏及心率，用药前详细询问患者有无恶

心、呕吐、头痛及腹泻等毒性反应现象，确认无上

述症状后方可用药，密切监测患者的脉搏及心率，

一旦发现患者的心率剧增或 <60 次 /min 并合并异常

节律，则立即停药并报告医生。

1.3.7　运动指导　针对患者的心功能分级制定

个性化运动康复计划。心功能分级Ⅰ～Ⅱ级者，早

期室内短距离步行 2～3min/ 次，此后可逐步延长步

行时间至 10～15min/ 次，30～60min/d。1 个月后可

视患者的病情鼓励其在家属监护下打太极、快走、

慢跑等，30min/ 次，每周 3～5 次，并逐渐增加运动

量，控制心率 50％～70％；心功能Ⅲ级者，予充分

卧床休息，并帮助其进行床上主动或被动功能锻炼，

待病情稳定后可在病房内扶床行走 1～2min；心功能

Ⅳ级者，予绝对卧床休息，并适度抬高床头、维持

舒适体位，每 15～30min 巡视 1 次病房，密切观察

患者的病情变化，予以受压部位按摩以预防压疮。

1.3.8　社会家庭支持　加强患者家属的思想工

作及健康指导，告知其家庭环境因素对患者康复的

影响，鼓励其主动予以患者精神支持、物质支持及

生活帮助，为其树立精神支柱，建立康复信心。根

据患者的病情协调亲友探视时间，在确保患者休息

充分的同时增加家庭社会交流，有利于促进其身心

健康状态的康复。

1.4　观察指标

干预前后，采用 Zung 焦虑自评量表（SAS）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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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CHD 伴 CHF 是临床公认的心身疾病，具有较

高的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发生率，现代医学证实

焦虑、抑郁是影响 CHF 患者临床预后及生活质量的

重要因素，能够促发或加重心律失常、心肌梗死、

心绞痛等［1，2］。粱燕仪等［6］调查研究显示，CHD 心

衰患者中焦虑、抑郁情绪发生率分别达 72.22％、

67.78％，且焦虑、抑郁情绪与患者的心功能密切

相关。因此，尽早预防、识别和干预焦虑、抑郁情

绪对改善 CHF 患者的心理状态及心功能具有重要

意义。

随着医学模式转换为“社会 - 心理 - 生物”模

式，心理健康越来越受到重视。顾爱芹等［7］研究表

明，强化心理干预对于 CHF 的治疗具有协同作用，

抑郁自评量表（SDS）［4］评价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

总分范围均为 0～100 分，得分越高则表示焦虑、抑

郁情绪越严重；采用明尼苏达心力衰竭生活质量调查

表（LiHFe）［5］评价生活质量，得分越高则生活质量

越差；采用心脏彩超检查测定左室射血分数（LVEF）；

隔夜空腹 8h 以上，次日清晨 8：00 采集外周静脉血，

采用化学发光法测定血清 Cor 水平。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9.0 版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以均数

± 标准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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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卡方（χ2）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干预前后 SAS、SDS 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抑郁、焦虑评分均无显著性差异

（P>0.05）；干预后两组 SAS、SDS 评分均显著降低

（P<0.05），且干预后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

见表 1。

表1　两组干预前后SAS、SD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SAS SD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n=62） 56.19±6.65 42.23±5.73* 59.22±8.45 45.69±6.72*

对照组（n=62） 57.81±7.22 47.89±6.21* 60.12±9.26 50.11±7.78*

t 1.299 5.274 0.565 3.385

P 0.196 0.000 0.573 0.001

注：*表示与干预前相比，P<0.05。

2.2　两组干预前后血清 Cor 水平比较

干 预 前 ， 两 组 血 清 C o r 水 平 无 显 著 性 差 异

（P>0.05）；干预后两组血清 Cor 水平均较干预前

显著降低（P<0 .05），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见表 2。

2.3　两组干预前后 LVEF 及 LiHFe 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 LiHFe 及 LVEF 评分均无显著性

差异（P>0.05）；干预后两组 LiHFe 评分均较干预前

显著降低，LVEF 均显著提高（P<0.05），且观察组

改善幅度较对照组更为显著（P<0.05）。见表 3。

表2　两组干预前后血清Cor水平比较（x±s，μg/dL）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n=62） 17.79±4.67 13.45±3.31*

对照组（n=62） 18.23±5.01 16.02±4.12*

t 0.306 3.829

P 0.614 0.000

注：*表示与干预前相比，P<0.05。

表3　两组干预前后LVEF及LiHFe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LVEF LiHFe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n=62） 42.42±2.89 52.23±4.56* 58.97±6.67 35.82±4.58*

对照组（n=62） 41.59±2.36 47.89±4.13* 60.41±8.81 47.08±6.12*

t 1.751 5.555 1.026 11.599

P 0.082 0.000 0.307 0.000

注：*表示与干预前相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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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缓解患者负性情绪、改善生活质量的同时，能够

进一步改善患者的临床预后。本研究针对 CHF 的负

性情绪可能影响因素进行针对性护理干预，发现干

预后两组的抑郁、焦虑情绪得到有效改善和生活质

量亦得到提高。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既抓细节又

抓重点的针对性护理，我们开展认知干预及健康教

育，提高患者对疾病认知、健康饮食、合理运动等

的认知水平，激发其主观能动性，这对病情稳定性

的维持及提高、心理状态的改善均具有重要作用。

针对性心理护理调节患者在治疗期间的不良心理状

态，从而稳定情绪，这对疾病治疗具有辅助作用，

而病情康复又将促进负性情绪的改善；科学合理的饮

食干预能够改善患者的机体营养状况、促进机体功

能康复，更有利于患者心理状态的改善［8］。睡眠障

碍是影响患者心理状态的重要因素之一，实施睡眠

卫生指导有利于帮助患者建立良好的睡眠习惯、改

善其睡眠质量，这对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及改善临

床预后具有积极意义。药物治疗是 CHF 治疗的基础，

而药物治疗效果不理想及药物副作用势必加重患者

的负性情绪，影响其生活质量。开展用药指导，督

促患者遵医嘱用药，同时加强用药监护有利于提高

药物治疗效果、预防或处理药物副反应，对于减轻

患者的负性情绪也有重要作用。既往对于 CHF 患者

多采用绝对卧床休息的方式，以维持患者的病情稳

定。但临床实践显示，长期减少运动对于心功能改

善并无明显作用，甚至可能导致 CHF 症状加重、诱

发压疮、坠积性肺炎等并发症，导致患者活动能力

降低、生活质量降低，进而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状

态［6］。本研究针对患者的心功能分级采取不同的休

息 - 运动方式，能够提高患者的肌肉耐力及 LVEF，

从而促进其临床症状及生理机能的改善，并可避免

长期卧床所致并发症，也有利于帮助患者重塑生活

信心，改善心理状态。配合社会家庭支持能够缓解

患者的心理负担，为其创造良好的康复环境，进而

缓解其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

CHF 患者在负性情绪应激状态下，可导致下丘

脑 - 垂体 - 肾上腺（HPA）轴过度激活，进而增加儿

茶酚胺及 Cor 的释放，儿茶酚胺及 Cor 又可反馈作用

于下丘脑、垂体及海马区域，导致心率加快以及血

压升高，加重病情［9］。因此，血清 Cor 水平升高与

CHF 的病情及焦虑、抑郁情绪具有直接关系。本研

究通过针对性护理干预后，血清 Cor 水平较干预及

对照组显著降低，与王丽霞等［10］报道相似。提示针

对性护理干预有利于下调血清 Cor 表达，促进负性

情绪的改善。干预后两组 LVEF 均较干预前显著提

高，而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进一步证实针对性

护理干预能够促进 CHF 患者的身心健康，下调血清

Cor 水平，促进心功能的康复。

综上所述，对 CHD 伴 CHF 患者应用针对性护理

干预能够有效下调血清 Cor 表达，减轻焦虑、抑郁

等负性情绪，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心功能，值得

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 程远玲，赵艺寻，隋晶晶，等。抑郁、焦虑在老年科冠心

病心衰患者中发生率及其影响因素。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2016；42（5）：857-8.

2. 王国欣，段沫，，赵小洁，等。抑郁对老年冠心病患者

血清皮质醇和超敏 C- 反应蛋白变化的影响。河北医药，

2015；37（5）：678-680.

3. 江一清，刘朝中，朱国英。现代冠心病学。北京：人民军

医出版社，200l：345-571.

4.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2010：186.

5. 龚开政，张振刚，张昕，等。明尼苏达州心力衰竭生活

质量问卷与 36 条简明健康状况调查表对慢性心力衰竭患

者生活质量的评估作用。中国临床康复，2005；9（28）：

29-31.

6. 梁燕仪，毕婧玮，蔡文玮，等。冠心病心衰患者抑郁、焦

虑状况及相关因素的调查。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1；17
（13）：1493-1496.

7. 顾爱芹，王立春，徐红，等。强化护理干预对冠心病合并

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中国循证心血管医

学杂志，2016；8（9）：1116-1118.

8. 范玲红，龚敏，何燕，等。针对性护理干预对老年冠心病

患者负面精神状态状态及生活质量的影响。国际精神病

学杂志，2015；42（3）：70-74.

9. Pereg D，Chan J，Russell E，et al. Cortisol and testosterone 

in hair as biological markers of systolic heart failure. Psycho-

neuroendocrino，2013；38（12）：2875-2882.

10. 王丽霞，郑海霞。健康教育为主的特定护理干预对冠心

病心力衰竭患者恢复期抑郁情绪和血清皮质醇水平的影

响。中国基层医药，2015；22（2）：305-307.

                                                   （收稿日期：2017 年 1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