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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关怀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研究

马　萍 、 杨　帆 、 徐　丹 、 唐　娟

【摘 要】目的　探讨人文关怀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方法　以 2014 年 3 月

~2015 年 10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为观察对象，并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每组各 50 例患者。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人文关怀。比较两组患者

干预前后焦虑、抑郁情绪和睡眠质量的差异，观察两组患者满意度的差异。结果　两组患者干预前

焦虑、抑郁得分无明显差别（P> 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焦虑、抑郁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且观

察组降低更明显（P< 0.05）；两组患者干预前睡眠质量无明显差别（P> 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睡眠

质量较干预前改善，且观察组改善更明显（P< 0.05）；观察组的满意率为 98.00％，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人文关怀可明显改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提

高其睡眠质量和住院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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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humanistic care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MA Ping，YANG Fan，XU Dan，et al. Anqing Municipal Hospital of Anhui Province，Anqing 246003，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humanistic care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Methods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4 to October 

2015 were selected as objects，and then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5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humanistic 

care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car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sleep quality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nursing intervention（P>0.05）；The scor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the two 

groups were both lower after nursing care than those before intervention，and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decreased 

more significantly（P<0.05）；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leep qualit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he in-

tervention（P>0.05）. The sleep quality of the two groups were both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the intervention，and 

sleep qualit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mo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P<0.05）；The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obser-

vation group was 98％，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Humanistic car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of pa-

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leep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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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力衰竭主要是由多种慢性心肌损伤性疾

病及心室容量负荷过高等因素而导致的心脏的慢性

排出量低下，动脉供血能力下降及出现静脉淤血等

的一系列表现，属于心脏疾病的终末期［1］。慢性心

力衰竭患者常出现呼吸困难、焦虑、抑郁及失眠等

症状，且病情极易反复发作而降低患者生理机能，

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2］。人文关怀理念是以

患者为中心，注重患者个性、权利及需求，使患者

感受到被尊重、被关怀，提高患者接受治疗的依从

性进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3］。本研究着重将人文

［作者工作单位］安徽省安庆市立医院心血管内科（安庆，246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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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运用到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护理中，旨在探讨

人文关怀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影

响，取得了较好的结果。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14 年 3 月 ~2015 年 10 月在我院接受治

疗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
确诊为慢性心力衰竭 3 个月以上；（2）无其他系统

严重疾病者；排除标准：（1）不符合纳入标准者；

（2）认知功能障碍者。根据纳入排除标准共纳入研

究对象 100 例，其中对照组 50 例，男 27 例，女 23
例，年龄 52~78 岁，平均（64.46±9.68）岁；观察

组 50 例，男 26 例，女 24 例，年龄 51~78 岁，平均

（65.02±10.11）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别

（P>0.05），具有可比性。本项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

会评审通过，且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

1.2　方法

1.2.1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　包括生命体征的

定时监测，常规健康知识宣教，常规患者的卫生护

理及饮食指导等内容。

1.2.2　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人文关

怀　具体内容如下：①心理护理 护士尊重并理解患

者情绪，加强与患者的交流并提供情感支持。在疾

病的不同阶段评估患者心理状态给予针对性的心理

干预。采取放松疗法与音乐疗法，以缓解患者紧张

焦虑情绪；②个性化健康宣教 根据患者的文化程度、

性格特点选择恰当的宣教方式，详细讲解疾病的相

关知识，提高治疗的依从性；③用药护理 使用硝酸

甘油等扩张血管药物时因需长时间输液并卧床制动，

可采用静脉留置针避免反复穿刺增加患者痛苦。使

用时告知患者可能出现头痛、面部潮红等药物不良

反应；④体位 患者常伴有呼吸困难，协助患者取半

卧位，改善呼吸状况；端坐时可助其伏在软枕上，防

止肺部瘀血［4］；并在骶尾部垫软枕，提高患者舒适度；

⑤睡眠护理 关注患者的睡眠质量，必要时给予安眠

药，使患者休息充分，减轻心脏负荷，降低夜间阵

发性呼吸困难发生率［5］；⑥环境 提供一个安静舒适

的环境，每天开窗通风，限制探访人数，病区内摆

放绿色植物，既净化空气又营造温馨的气氛。 

1.3　评价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焦虑、抑郁情绪和睡眠

质量的差异，观察两组患者满意度的差异，所用工

具如下［6，7］：

1.3.1　焦虑自评量表（SAS）　该量表包含 20 个

条目，每个条目按 4 级评分计分，50~59 分为轻度焦

虑，60~69 分为中度焦虑，大于 69 分为重度焦虑。

1.3.2　抑郁自评量表（SDS）　该量表包括 20 个

条目，每个条目按 4 级评分计分，53~62 分为轻度抑

郁，63~72 分为中度抑郁，大于 72 分为重度抑郁。

1.3.3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　该量表包

含 19 个自评和 5 个他评条目，有睡眠质量等 7 个因

子，每个因子按 0~3 分等级计分。总分 0~21 分，≥

8 分代表存在睡眠紊乱，得分越高表示睡眠质量越

差。

1.4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经双人录入后，采用 SPSS 11.5 统计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例或百分率

（n，％）表示，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x±s）
表示，两种资料分别采用卡方（χ2）检验或 t 检验。

P<0.05 记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焦虑、抑郁得分的比较

两组患者干预前焦虑、抑郁得分无明显差别

（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SAS 和 SDS 得分均

较治疗前降低，且观察组降低更明显（P<0.05），见

表 1。
表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焦虑、抑郁得分的比较（x±s，分）

项目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t'值 P’值

SAS得分 对照组 53.48±3.15 44.37±4.65 11.469 <0.001

观察组 53.56±3.28 40.38±3.74 18.735 <0.001

 值 -0.124 4.728

P值 0.451 <0.001

SDS得分 对照组 55.49±7.12 52.34±5.31 2.508 0.007

观察组 55.32±6.96 48.59±4.38 5.787 <0.001

t值 0.121 3.852

P值 0.452 <0.001

2.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睡眠质量的比较

两 组 患 者 干 预 前 睡 眠 质 量 无 明 显 差 别

（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睡眠质量较干预前改

善，且观察组改善更明显（P<0.05），见表 2。

2.3　两组患者满意度的比较

护理干预后，观察组的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3。

3　讨论

人文关怀归属于哲学伦理学范畴，人文即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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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现象，关怀主要是指爱护关心。该理念最早由

Jean 院士提出并应用到临床护理中［8］。慢性心力衰

竭的患者出现焦虑、抑郁的原因主要有疾病的不适

导致生活质量下降，住院带来的经济压力加重思想

负担等。目前，国外对减轻患者焦虑抑郁情绪主要

有通过增加护患互动，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等措施

来降低负性情绪［9］。国内对此类患者缺乏有针对性

的具体措施和实施方法。本研究对慢性心力衰竭患

者应用了人文关怀护理措施：在护理过程中提供舒适

护理，减轻患者的痛苦；进行护理操作时履行告知义

务，保护患者的隐私，体现对患者的尊重；通过专业

的沟通交流为患者创造良好的心境，促进了护患关

系［10］；积极发挥家庭和社会支持，减轻病人的负性

心理 ［11］ 等。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的 SAS 和 SDS 与

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

满意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说明本研究对改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焦虑抑郁情

绪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也提高了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为临床护理工作提供了新思路。

随着生物 - 心理 - 社会医学模式的发展，越来

越显示人性化护理对于提高治疗效果和快速康复的

重要性［12］。护士应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将人文关

怀理念渗透至每位患者，才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

理念，提升优质护理的内涵及人文价值，使护患关

系更加融洽、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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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睡眠质量的比较（x±s，分）

项目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观察组 对照组 观察组

睡眠质量 1.90±0.75 1.92±0.68 1.58±0.72* 1.23±0.54#&

入睡时间 2.21±0.83 2.22±0.97 1.77±0.97* 1.42±0.85#&

睡眠时间 1.75±1.01 1.73±1.13 1.29±0.23* 0.97±0.21#&

睡眠效率 1.76±0.54 1.75±0.62 1.20±0.38* 0.98±0.18#&

睡眠障碍 1.56±0.68 1.55±0.72 1.24±0.39* 1.05±0.47#&

催眠药物 1.01±0.13 0.99±0.17 0.56±0.09* 0.21±0.11#&

日间功能 2.15±0.98 2.14±1.02 1.47±0.26* 0.93±0.15#&

PSQI总分 11.49±3.68 11.48±4.12 9.28±2.13* 6.21±1.17#&

注：两组患者干预前比较：P>0.05；*P<0.05：对照组干预

前后比较；#P<0.05：观察组干预前后比较；&P<0.05：干预后两

组患者比较。

表3　两组患者满意度的比较（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对照组 50 18 25 7 86.00％

观察组 50 24 25 1 98.00％

χ2值 4.891

P值 0.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