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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联合心理疏导对冠心病伴焦虑抑郁患者的效果观察

李　岩 、 孙　娟 、 单秋菊

【摘要】目的　探讨健康教育联合心理疏导对冠心病伴焦虑抑郁患者心理状态的效果。方法　通

过电脑随机法，将 2018 年 3 月 ~2019 年 3 月本院收治的冠心病伴焦虑抑郁患者 126 例，分为常规组、

研究组各 63 例。常规组行常规化护理，研究组则在常规化护理的同时予以健康教育联合心理疏导。

结果　护理干预后，研究组 SDS 抑郁评分、SAS 焦虑评分低于常规组（P< 0.05）；研究组血浆比粘度、

全血粘度、纤维蛋白原、红细胞压积低于常规组（P< 0.05）；研究组护理总满意度、生存质量高于常

规组（P< 0.05）；研究组心功能 LVEF 指标高于常规组（P< 0.05）。结论　针对伴有焦虑抑郁情绪的冠

心病患者，临床加强心理疏导、健康教育，不仅可以显著减轻其负性情绪，改善血流动力学指标，

而且还可以提高其生存质量以及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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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o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 with 
anxiety/depression　　LI Yan，SUN Juan，SHAN Qiuju.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on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ethods　126 coronary heart dis-

ease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receiv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8 to March 2019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computer random method，including 63 cases in the routine group and 63 cases in the research group. Rou-

tine nursing was given in the routine group，while health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were given in the re-

search group. Results　SDS depression score and SAS anxiety score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rou-

tine group（P<0.05）；plasma specific viscosity，whole blood viscosity，fibrinogen and hematocrit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routine group（P<0.05）；total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routine group（P<0.05）；LVEF index of cardiac function in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P<0.05）. Conclusion　For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

pression，strengthening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health education can not only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ir negative 

emotions，improve hemodynamic indicators，but also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Key words】Health education；Psychological counseling；Coronary heart disease；Anxiety and depression

冠心病发生率越来越高［1］，严重影响着患者的

生存质量［2］。冠心病患者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

抑郁情绪，对治疗和预后十分不利［3］。合理有效的

护理措施是减轻冠心病负性情绪、改善其预后的关

键点之一［4］。本文探讨了健康教育联合心理疏导的

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研究观察对象为 126 例冠心病伴焦虑抑郁

情绪的患者，均接收于 2018 年 03 月 ~2019 年 03 月。

均自愿参与，知晓本次研究意义、目的，已经签署

过同意书；通过医院审查；无精神疾病，可正常交

［作者工作单位］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郑州，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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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沟通。排除非自愿参与、认知障碍或意识障碍、

合并其他严重躯体性疾病的患者。通过电脑随机法，

对其实施分组探讨，主要包括常规组、研究组各 63
例。研究组中男性观察对象 37 例，女性观察对象 26
例，年龄 55~84 岁，平均（69.7±5.5）岁；冠心病患

病时间 2~10 年，平均（5.3±1.7）年。NYHA 心功能

分级：42 例Ⅰ级、21 例Ⅱ级；24 例心梗，25 例心律

失常，14 例心绞痛。常规组中男性观察对象 35 例，

女性观察对象 28 例，年龄 55~85 岁，平均（69.9±

5.7）岁；冠心病患病时间 1~10 年，平均（5.1±1.8）

年。NYHA 心功能分级：40 例Ⅰ级、23 例Ⅱ级；22
例心梗，25 例心律失常，16 例心绞痛。两组临床资

料均衡一致，可分组探讨。

1.2　方法

常规组行常规化护理，即：护理人员注意观察

患者各项体征的变化，了解患者胸痛持续时间、胸

痛部位以及疼痛性质，指导患者正确缓解胸痛，持

续心电监测，警惕急性心肌梗死、心律失常以及不

稳定型心绞痛的发生，一旦情况异常，立即向医师

报告，及时对症处理，确保患者安全健康。

研究组则在常规化护理的同时予以健康教育联

合心理疏导 30d，即（1）健康教育。护理人员根据

患者的理解能力、文化水平，通俗易懂的为患者普

及冠心病的发生原因、临床治疗方法、护理要点以

及注意事项等等，护理人员可通过一对一口头宣讲、

视频播放、专题讲座等形式，对患者进行科普，进

一步提高患者对疾病的了解程度，充分掌握疾病健

康知识要点，进而促使患者加强自我护理，采纳有

益于健康的生活方式，减轻、消除影响健康的不利

因素；（2）心理疏导。护理人员根据患者背景资料、

兴趣爱好，与患者主动交流、沟通，拉近彼此之间

的距离，赢得患者好感以及信任，在不断的交流过

程中，要求护理人员明确冠心病患者焦虑抑郁的原

因，并向患者说明负性情绪对疾病转归的不良影响，

让患者意识到不良心理与疾病康复之间的关系，旨

在让患者保持愉悦的心理。除此之外，可嘱咐患者

多参与社会活动，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散步、听

音乐、看视频、赏花、外出旅游等等，以此来转移

患者注意力，减轻其不良情绪。

1.3　观察指标 

（1）患者负性情绪采用 SDS 抑郁自评量表、

SAS 焦虑自评量表［5-6］进行评估，分值越高，说明

患者抑郁、焦虑越严重；（2）观察并详细记录所有

观察对象在护理前、护理后的血流动力学指标，主

要包括血浆比粘度、全血粘度、纤维蛋白原、红细

胞压积；（3）患者满意度用本院自拟量表进行调查，

以百分制形式进行评价，包括非常满意（80 分以上）、

比较满意（60 分到 80 分）、不满意（低于 60 分），总

满意度 =（总例数 - 不满意）/ 总例数 *100％；（4）

患者生存质量则采用 SF-36 量表［7］进行评价，包括

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等三个方面，分值

越高，说明患者生存情况越好；（5）心功能指标：

LVEF（左室射血分数）。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分析两组研究数

据，［例（％）］描述计数资料，予以 χ2 检验；（x±s）
描述计量资料，予以 t 检验。P 值 <0.05 提示统计学

意义成立。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前后 SDS 抑郁评分、SAS 焦虑评

分对比

护理前，研究组与常规组 SDS 抑郁评分、SAS

焦虑评分结果高度一致（P>0.05）；护理后，研究组

与常规组 SDS 抑郁评分、SAS 焦虑评分均明显低于

护理前，且研究组明显低于常规组（P<0.05），统计

学意义成立，详情见表 1。

表1　两组护理前后SDS抑郁评分、SAS焦虑评分对比（x±s，分）

小组
SDS抑郁评分

t/P
SAS焦虑评分

t/P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63例） 57.5±8.5 37.6±6.1 13.167/0.000 54.3±5.5 38.4±6.3 11.126/0.000

常规组（63例） 57.7±8.1 45.2±7.8 14.043/0.000 54.1±5.7 46.9±7.4 10.759/0.000

χ2 0.715 6.439 0.200 6.942

P 0.962 0.000 0.841 0.000

2.2　两组护理前后血流动力学指标对比

组内对比，研究组与常规组护理后的血浆比粘

度、全血粘度、纤维蛋白原、红细胞压积均明显低于

护理前（P<0.05）；组间对比，研究组护理后血浆比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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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护理总满意度对比

研究组护理总满意度为 95.24％，常规组护理

总满意度为 80.95％，组间对比，研究组高于常规组

（P<0.05），统计学意义成立，详情见表 3。
表3　两组护理总满意度对比［例（％）］

小组 病例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研究组 63 35（55.56％） 25（39.68％） 3（4.76％） 60（95.24％）

常规组 63 29（46.03％） 22（34.92％）12（19.05％） 51（80.95％）

χ2 - 10.287

P - <0.05

2.4　两组护理前后生存质量评分对比

研究组护理前的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

能与常规组护理前对比，结果无显著差异（P>0.05），

研究组护理后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各项

评分高于护理前，且明显高于常规组（P<0.05），统

计学意义成立，详情见表 4。
表4　两组护理前后生存质量评分对比（x±s，分）

小组 时间 躯体功能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研究组（63例） 护理前 50.7±8.2 53.6±6.1 52.3±4.6

护理后 80.4±8.5*＃ 79.5±8.8*＃ 80.6±8.1*＃

常规组（63例） 护理前 50.9±8.5 53.9±5.6 52.5±4.5

护理后 63.1±7.5* 61.6±8.3* 62.3±7.7*

注：比较护理前，*P<0.05；比较常规组护理后＃P<0.05。

2.5　两组护理后心功能 LVEF 指标对比

研究组护理后心功能 LVEF（48.8±2.5）％高于

常规组（40.4±3.2）％，组间差异显著（t =11.017，

P<0.05）。

3　讨论

冠心病患者出现的焦虑和抑郁情绪都会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着冠心病患者身心康复和预后［8］；而焦虑

抑郁情绪的发生与患者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以及人

格特征等因素具有紧密的关系，故而临床防治冠心

病过程中，应当高度重视心理、社会因素的影响［9］。

及时给予合理有效的心理干预，这对于冠心病患者

早日康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0］。

健康教育主要通过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

宣教活动，帮助患者树立科学健康的保健意识，自

觉采纳有利于自身健康的生活方式，纠正不良行为，

进一步消除或者是减少不利于健康的高危因素，促

使患者全面了解、充分掌握健康知识要点［11］。心理

疏导能够增强患者对冠心病的认识，让患者了解冠

心病的发生机制、治疗措施、护理要点以及防治措

施，深刻认识冠心病预后，让患者树立治愈的信念，

从而良好的回归社会［12］。与此同时，心理疏导之后，

大部分患者依从性良好，可积极、主动配合康复治

疗，减轻其负性情绪，优化血流动力学指标，提高

其生存质量［13］。

毛杰云等［14］发现：心理疏导联合健康教育的效

果较常规护理更好，有助于冠心病伴焦虑抑郁患者

减轻负性情绪。孙洪波等［15］报道中也指出心理疏导

与健康教育联合，可显著减轻冠心病伴焦虑抑郁患

者的不良心态。本研究发现：研究组护理后 SDS 抑郁

评分（37.6±6.1）、SAS 焦虑评分（38.4±6.3）低于常

规组（45.2±7.8）、（46.9±7.4）（P<0.05）。也证实了

心理疏导联合健康教育的有效性。另外，本次研究

还发现，心理疏导联合健康教育护理之后，研究组

血浆比粘度、全血粘度、纤维蛋白原、红细胞压积

低于常规组（P<0.05），提示心理疏导联合健康教育，

对冠心病伴焦虑抑郁患者的血流动力学指标，具有

一定的改善作用。研究组生活质量、满意度均高于

常规组（P<0.05），提示心理疏导联合健康教育，有

利于冠心病伴焦虑抑郁患者预后改善。本研究还发

现：研究组心功能 LVEF 指标高于常规组（P<0.05），

提示心理疏导联合健康教育对于冠心病伴焦虑抑郁

患者的心功能也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

总之，对于伴有焦虑抑郁的冠心病患者，健康

度、全血粘度、纤维蛋白原、红细胞压积均明显低于 常规组（P<0.05），统计学意义成立，详情见表 2。

表2　两组护理前后血流动力学指标对比（x±s）

小组 病例 血浆比粘度（mpa·s） 全血粘度（mpa·s） 纤维蛋白原（％） 红细胞压积（％）

研究组（63例） 护理前 1.8±0.4 9.6±1.7 5.2±1.3 47.6±2.9

护理后 1.1±0.2*＃ 5.6±1.1*＃ 3.2±0.7*＃ 36.4±1.9*＃

常规组（63例） 护理前 1.8±0.5 9.5±1.8 5.1±1.2 47.7±2.8

护理后 1.5±0.4* 8.3±1.4* 4.4±0.8* 43.2±2.1*

注：比较护理前，*P<0.05；比较常规组护理后＃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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