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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性护理干预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PCI术后
服药依从性、生活质量及并发症的影响*

付梅英,吕 峦,张玉霞,邹 剑△  

(四川省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成都 611130)

摘要 目的:研究延续性护理干预对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术后服药依从性、生活质量和心血

管不良事件发生率的影响。方法:选取2015年1~12月在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接受PCI术的AMI患者138例作为研究对象,
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每组69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干预,干预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实施延续性护理干预。干预

6个月后,对比两组患者的服药依从性、生活质量和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率的差异。结果:干预组患者的服药依从性、生活质量

的生理功能(PF)、身体角色(RP)、躯体疼痛(BP)、生命力(VT)、社会功能(SF)和精神健康(MH)维度得分高于对照组,心律失

常和轻微出血的发生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延续性护理干预可增强AMI患

者PCI术后的服药依从性,降低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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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心肌 梗 死(acutemyocardialinfarction,

AMI)是由于冠状动脉供血急剧或持续中断,导致心

肌局灶性或持续性的缺血坏死,并发心律失常、心力

衰竭和休克,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发病率和死亡率最

高的疾病之一,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命健康[1-2]。国内

外大量的临床实践证实,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percutaneouscoronaryintervention,PCI)是目前

临床上治疗AMI的主要手段,PCI能及时开通狭窄

或闭塞的血管,改善缺血区供血,挽救频死的心肌,
降低并发症发生风险[3]。尽管PCI在治疗AMI方

面有确切的疗效,但PCI过程中会导致血管内膜损

伤、血小板激活,使血栓发生的风险倍增[4]。控制危

险因素,积极进行康复训练以及合理的药物治疗等

二级预防措施,是改善AMI患者PCI术后预后的关

键[5]。然而,目前PCI术后患者服药依从性、自我管

理和再入院率的现况普遍不容乐观[6]。本研究采用

随机对照研究的方式,探讨延续性护理干预对AMI
患者PCI术后服药依从性、生活质量和心血管不良

事件发生率的影响,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5年1—12月在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心内科成功实施首次PCI术的AMI患者138例作

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每组69例。
病例纳入标准:(1)确诊为AMI且首次行PCI术者;
(2)PCI术后患者病情稳定者;(3)签署知情同意书

者;(4)具备良好的理解能力,能进行有效地沟通者。
排除标准:(1)合并恶性心律失常、心功能不全Ⅳ级

者或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2)术后1个月内再次入

院者;(3)存在沟通交流障碍者。两组患者在性别、
年龄、文化程度、合并症及植入支架数量等一般资料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对照组
(n=69)

干预组
(n=69)

性别,n 男 36 38
女 33 31

年龄/岁,x±s 58.44±8.6559.32±7.88
文化程度,n 初中及以下 3 5

高中或中专 26 27
大专及以上 40 37

合并症,n 高血压 14 15
糖尿病 17 16

植入支架数量/
个,x±s 1.67±0.58 1.71±0.62

1.2 干预方法

1.2.1 干预前准备 组建延续性护理干预团队,研
究团队成员包括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副主任护师各

1名,主管护师2名,护师和护士各4名。团队成员

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沟通能力,并在实施

前接受专家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干预计划、随访措

施、评价指标和沟通技巧等。

1.2.2 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在住院期间给予常规

护理,进行健康教育,发放《PCI术后院外宣传教育

手册》,出院时给予出院指导,提供24h电话咨询

等。

1.2.3 干预组 干预组患者除接受与对照组相同

的护理措施外,还接受院外延续性护理干预:(1)制
定干预计划:患者出院前,干预小组成员收集患者资

料,并对其精神心理状态、健康行为、饮食状况、服药

依从性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制定个体化的延续性

护理干预方案;(2)建立随访档案:研究小组成员与

研究对象建立一对一的随访关系,建立随访档案;
(3)评估患者的心理、精神状态,了解患者对疾病的

担忧、生活环境、经济情况和社支持,给予针对性的

支持和帮助;(4)随访:出院第一个月每周进行电话

随访,此后两周一次电话随访,每月进行一次家庭访

视,内容包括运动、合理膳食、心理调整、药物治疗以

及并发症的预防和处置等;(5)续药提醒:在患者药

物服完前5d,进行短信提醒,若服完前2d仍未续

药,则通过电话了解情况并督促续药;(6)强化教育:
收集随访中发现在的共性问题,采用集中授课的方

式,从饮食、运动、心理、合理用药和并发症预防方面

给予患者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和咨询,解答患者提出

的相关问题。

1.3 评价指标

  (1)入组时通过问卷调查表,入组后通过查询和

记录患者遵医嘱的药物名称、剂量、频次、连续用药、
续药时间等,计算药物占有比(medicationposses-
sionratio,MPR),以反映患者干预前和干预后的用

药依从性。MPR=药物覆盖的天数/治疗的总天数

×100%,范围为0%~100%,MPR值越高表示患

者用药依从性越好[7]。(2)采用国际通用的健康状

况问卷 调 查 表(SF-36量 表)评 价 患 者 的 生 活 质

量[8],于入组时、干预6个月后填写SF-36问卷调查

表,计算各维度得分以反映患者干预前和干预后的

生活质量。SF-36量表由8个维度,36个条目组成。

8个维度包括生理功能(PF)、身体角色(RP)、躯体

疼痛(BP)、总体健康(GH)、生命力(VT)、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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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情感职能(RE)、精神健康(MH),得分范围为

0~100分,得分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好。(3)记录

观察期间患者出现的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主要包

括发生心律失常、心绞痛、轻微出血、血小板减少、复
发AMI、死亡等。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0.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

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样

本均数比较的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或百分

数(%)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服药依从性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 MPR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干预后,干预组 MPR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干预

前、后 MPR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
预组干预6个月后,MPR较干预前明显增加,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的 MPR值比较(%,x±s)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n=69) 76.47±11.35 75.69±10.71
干预组(n=69) 77.26±10.87 86.47±7.69*#

  与本组干预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
0.05。

2.2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SF-36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SF-36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干预组PF、

RP、BP、VT、SF、MH评分明显高于干预前,且干预

组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对照组干预前、后,除RE之外,其他SF-36
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

3。

2.3 两组患者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比较

  干预组患者心律失常和轻微出血的发生率较对

照组显著减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患者心绞痛、血小板减少、复发 AMI和死亡的

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表3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SF-36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分,x±s,n=69)

项目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PF 85.46±8.42 84.78±7.98 86.35±9.04 90.44±7.68*#

RP 61.36±18.41 58.72±15.31 60.62±21.43 74.66±12.56*#

BP 78.67±14.76 80.11±13.69 79.64±15.63 88.72±10.74*#

GH 62.44±14.65 60.78±16.13 63.25±13.98 62.71±15.32
VT 53.68±17.18 54.24±16.97 55.14±17.63 63.55±13.19*#

SF 78.11±19.24 80.03±18.66 80.31±18.64 89.56±10.68*#

RE 58.46±26.33 60.14±25.97 81.63±17.69* 83.17±15.93*

MH 66.54±16.58 68.15±17.32 68.46±18.33 81.72±12.67*#

          与本组干预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4 两组患者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比较[n(%)]

项目 对照组(n=69) 干预组(n=69)
心律失常 7(7.2) 2(2.9)#

心绞痛 3(4.3) 4(5.8)
轻微出血 11(15.9) 6(8.7)#

血小板减少 1(1.4) 0(0.0)
AMI复发 2(2.9) 1(1.4)
死亡 1(1.4) 0(0.0)
  与对照组比较,#P <0.05。

3 讨 论

  随着医学的发展和PCI技术的日臻完善,PCI
已成为AMI患者尽早实现梗死血管再灌注,恢复濒

死心肌使其恢复正常功能的最有效的治疗手段[9]。
PCI对于AMI患者近期疗效显著,但术后患者生活

方式的改变、良好的自我管理、规范的药物治疗以及

支架的维护,是降低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关键[10]。因

此,如何提高PCI术后患者的依从性、减少心血管不

良事件的发生、提高患者PCI术后的生活质量已成

为医护人员关注的重点。
  护士主导的护理干预通过对患者进行健康指

导、心理疏导、用药指导和随访,可有效改善患者的

焦虑状态,提高患者依从性及生活质量[11-12]。对

AMI的认识不足,对PCI术可彻底治愈 AMI的错

误理解、缺乏有效的自我管理、用药依从性差等是导

致PCI术后患者出现心血管不良事件的主要原

因[13]。本研究通过组建延续性护理干预团队,在
PCI患者出院前,组建延续性护理团队,对患者的身

体状况、心理状态、家庭状况和遵医行为等进行综合

的评估,制定个体化的干预措施。研究结果显示,干
预前两组患者 MPR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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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经过6个月的干预,干预组MPR明显高于

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延续

性护理干预可有效改善患者服药的依从性。同时,
通过护士提供的短信或电话续药提醒,保障了患者

用药的连续性,有效地提高了患者服药依从性。短

信提醒措施已被证实是一种有效的疾病管理方法,
在延续性护理工作中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

性[14]。
  目前,国外对于PCI术后患者的生活质量研究

较多,Hawkes等[15]研究发现PCI术可以改善大部

分患者的生活质量,但仍有27%的患者PCI术后生

活质量较术前明显降低,而国内相关的研究甚少。
本研究采用国际通用的普适性量表SF-36量表,分
别于干预前和干预后6个月由患者本人填写,评分

越高表明生活质量越高。研究结果表明,干预前两

组患者各维度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实施延续性护理干预6个月后,干预

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PF、RP、BP、VT、SF、MH)均
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表明延续性护理干

预可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时,本研究发现,
干预后,干预组患者心律失常和轻微出血的发生率

较对照组显著减少(P<0.05),表明采用的延续性

护理干预措施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AMI患者PCI
术后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发生。
  综上所述,本研究采用的延续性护理干预有效

地改善了AMI患者PCI术后的遵医行为,增强了患

者的服药依从性,减少了患者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发

生,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但本研究仅为单中心

研究,干预周期短,远期效果尚不明确,在未来的研

究中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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