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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护理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焦虑、抑郁的影响

邱　杨

【摘要】目的　探讨自我效能护理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焦虑、抑郁的影响。方法　将我院 2018

年 06 月 ~2019 年 06 月收治的 88 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随机分组，各 44 例。常规组行常规护理，研究

组则在常规护理的同时进行自我效能护理。结果　治疗后研究组 SDS 评分、SAS 评分以及出院时血

清 BNP 水平均明显低于常规组（P< 0.05）；研究组护理总满意度以及生存质量各维度评分显著高于常

规组（P< 0.05）。结论　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在常规化护理的同时实施自我效能护理，能够进一步

减轻其负面情绪、降低 BNP 水平，同时还可以提高患者生存质量以及护理满意度。

【关键词】自我效能护理；慢性心力衰竭；焦虑；抑郁

【中图分类号】R74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19）05-0958-03

Effect of self-efficacy nursing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QIU Yang.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Kaifeng Central Hospital，Kaifeng 47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self-efficacy nursing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Methods　88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were enroll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44 

case in each group. The regular group was used routine nursing，while the research group was performed self-efficacy 

care.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SDS score，SAS score，and serum BNP level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P<0.05）. The total satisfaction scores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P<0.05）. Conclusion　For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implementing self-efficacy care while routinely nursing can further reduce their negative emotions and 

reduce BNP levels，while als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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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力衰竭进展快、病程长、复发率较高、

死亡率较高，容易让患者出现焦虑、抑郁情绪，不

利于疾病转归。自我效能指的是人们为解决问题或

者是实现目标，表现出强大的信念，通过加强自我

护理能力以及自我健康意识，来减轻不良心理，进

而促使疾病转归［1］。本文探讨自我效能护理对慢性

心力衰竭患者焦虑、抑郁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文研究对象为 88 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均于

2018 年 06 月 ~2019 年 06 月接收。入院后通过心脏

超声、身体健康检查、体力活动耐力检查予以确定；

心功能分级Ⅱ ~ Ⅳ级；存在不同程度的喘息、呼吸不

畅、肺部啰音等体征；知情同意且签署协议。排除无

法正常交流、精神异常以及合并其他严重系统疾病

的患者。通过电脑随机法，予以分组探讨，包括常

规组、研究组各 44 例。研究组包括 23 例男性和 21
例女性，年龄 55~89 岁，平均（65.6±3.5）岁；常规

组包括 24 例男性和 20 例女性，年龄 55~90 岁，平均

（65.7±3.8）岁。两组临床资料 P 值＞ 0.05，均衡一

致，可分组探讨。

1.2　方法

入院后均予以对症处理，包括利尿剂、血管扩

张剂、洋地黄制剂以及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等

药物常规治疗。

常规组行常规化护理，即（1）遵循医师嘱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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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用药，观察疗效、有无不良反应，予以常规健

康宣教，为患者介绍护理人员、医师，让患者尽快

适应新环境，讲解护理目的、注意要点，嘱咐患者

保持稳定的心态，尽量卧床静养，避免不必要的活

动；（2）嘱咐患者保持半卧位休息，以免心脏负荷

加重。协助患者排痰，保持顺畅的呼吸功能，以免

发生坠积性肺炎，如果患者急促、呼吸不畅、泡沫

痰且呈粉红色，需及时与医师配合展开抢救；（3）

严格控制输液速度，以免输液过快而加重病情或引

起肺水肿；（4）禁止患者食用刺激性食物，每日多

餐、少食，七分饱即可，适量饮水，禁止抽烟喝酒；

（5）为患者用药治疗期间，与患者积极交流，询问

患者有无不适，加强体征监测、用药指导，以便于

及时对症处理异常情况；（6）稳定患者病情之后，

对其实施健康教育，讲解合理科学的生活方式对疾

病转归的影响，从运动、饮食、用药等方面加强宣

教，促使患者自觉形成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

研究组则在常规化护理的同时进行自我效能护

理，即（1）大部分患者发病比较突然且病情急、危

重，情绪波动幅度较大，护理人员及时通过心理鼓

励、疏导、安慰以及关爱，安抚患者情绪。指导患

者深呼吸，分散患者注意力，放松其身心，自觉配

合治疗，树立治愈信念；（2）护理人员耐心解答患

者所提出的疑问，多采用肯定的语气予以鼓励、激

励，为患者树立治愈信念；（3）组织病友互相交流、

分享经验，可邀请病情恢复良好的患者现身说法，

传授经验，进一步提高患者自我效能；（4）与患者

家属积极交流，嘱咐其家属以及亲朋好友多关心、

照顾患者，并为换提供心理支持、情感知识、经济

帮助，促使患者获得更多的家庭及社会支持；（5）

患者入院接受治疗过程中，规避不良刺激，以免影

响患者病情恢复。

1.3　观察指标 

（1）入院当日以及患者出院当日，使用 EDTA

抗凝管采集患者 2ml 空腹静脉血，每分钟 2500r 离心

5min，通过化学发光技术测定患者血清 BNP（B 型脑

钠肽）；（2）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

表（SAS）［2］评估患者护理前，护理后的抑郁、焦虑

情绪，分值越高，抑郁、焦虑情绪越严重；（3）采

用 SF-36 量表［3］评估患者生存质量，包括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生理功能三个方面，分值越高，生存质

量越高；（4）以本院自拟量表调查统计患者满意度，

包括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不满意，总满意度为非

常满意 + 比较满意的例数占病例数的百分比。

1.4　统计学分析

汇 总 分 析 研 究 数 据 ， 并 利 用 统 计 学 软 件

SPSS22 .0 进行处理并进行对比检验结果，以［例

（％）］描述计数资料，检验差异以 χ2 表达；以（x±

s）描述计量资料，检验差异以 t 表达。P 值 <0.05 提

示统计学意义成立。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前后的 SDS 抑郁评分、SAS 焦虑

评分对比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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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例
SDS SA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44 59.4±6.6 40.8±5.3 61.2±7.7 42.8±5.7

常规组 44 59.3±6.4 50.1±5.5 61.6±7.5 50.9±3.9

t - 0.169 7.778 0.180 6.801

P - >0.05 <0.05 >0.05 <0.05

2.2　两组入院当日、出院当日血清 BNP 水平对

比见表 2
表2　两组入院当日、出院当日血清BNP水平对比（x±s，

ng/L）

小组 病例 入院当日 出院当日

研究组 44 679.5±75.6 323.5±55.6

常规组 44 679.1±75.5 536.4±68.9

t - 0.251 18.233

P - >0.05 <0.05

2.3　两组生存质量评分对比见表 3
表3　两组生存质量评分对比（x±s，分）

小组 病例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生理功能

研究组（44例） 护理前 41.3±5.9 40.9±8.1 42.3±7.7

护理后 79.6±4.3＊＃ 78.9±3.6＊＃ 80.8±2.4＊＃

常规组（44例） 护理前 42.6±6.3 41.4±6.7 42.5±7.5

护理后 50.8±4.6＊ 52.4±3.5＊ 63.3±2.5＊

注：比较护理前，＊P<0.05；比较常规组护理后，＃P<0.05。

2.4　两组护理总满意度对比见表 4
表4　两组护理总满意度［例（％）］

小组 病例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研究组 44 22（50.00％）19（43.18％）3（6.82％） 41（93.18％）

常规组 44 18（40.91％）17（38.64％）9（20.45％）35（79.55％）

χ2 - 11.687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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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慢性心力衰竭是因为心肌功能、细胞受损，降

低了心脏泵血以及充盈能力所致，患者需要长期治

疗，往往多次反复住院，导致患者出现焦虑、抑郁

情绪［4，5］。急性心梗、心衰等心脏疾病患者发生焦虑

抑郁的概率大概为 10％~12％左右［6］，而长时间的

负面情绪又会导致交感神经敏感性增加，加重患者

心脏负担，减弱患者心功能，增加冠脉事件的发生

率 ［5-7］。基于此，实施合理的护理干预措施，减轻患

者负面心理，对于促使疾病转归意义重大。自我效

能是一种上进、积极的信念，是人对自己所作所为

能否达到目标的主观信念，自我效能水平越高，患

者治愈信念就越强，便可以减轻负面心理对患者病

情恢复的影响［8］。

本研究发现：研究组 SDS 和 SAS 评分明显低于

常规组。表明自我效能护理有助于缓解慢性心衰患

者的负面情绪，这与孙贤等［9］ 的结果相符。患者

满意度是衡量临床护理质量水平高低和人文关怀的

重要指标［10，11］。本研究发现：研究组护理总满意度

93.18％，高于常规组的 79.55％（P<0.05）；研究组

患者护理后心理功能、社会功能、生理功能等生存

质量各维度评分也明显高于常规组。刘婷等［12］研究

中也发现，基于自我效能的护理干预措施实施之后，

干预组护理满意度和生存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与本文研究结果相符。

心功能障碍激活了人体利钠肽系统，导致大

量 BNP 被释放，提高了血清 BNP 水平，可通过检

测血清 BNP 来反映患者病情和判断预后［13］。本研

究发现：研究组出院当日血清 BNP 水平低于常规组

（P<0.05）。可能是由于自我效能护理减轻了负面情

绪，从而有效抑制了与负面情绪关系密切的醛固酮

系统、肾素血管紧张素的激活［14］。

药物是临床治疗心衰的基础，但合理科学、有效

的护理措施能够加强临床效果［15］。总而言之，本研究

说明自我效能护理措施能够进一步提高慢性心力衰竭

患者的生存质量和满意度，还可以显著减轻慢性心力

衰竭患者的负面情绪，降低其血清 BNP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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