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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心脏再同步治疗（CRT）术后出现抑郁焦虑障碍的影响
因素及对预后的影响

任芳芳

【摘要】目的　探讨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进行心脏再同步治疗（CRT）术后发生抑郁、焦虑障碍影响

因素及其对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　将本院 2017 年 1 月 ~2019 年 1 月收治 160 例慢性心力衰竭行 CRT

置入术治疗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依据汉密尔顿抑郁、焦虑评分量表（HAMA、HAMD）评分情况分

为研究组（纳入抑郁、焦虑障碍患者，86 例）、对照组（纳入无抑郁、焦虑障碍患者，74 例）。持续

随访调查 6 个月，对比术前、术后两组患者 6min 步行试验、NYHA 分级、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

手术相关并发症以及心血管不良事件（MACE）情况。结果　患者文化程度低（HR=1.82，95％CI：
1.32~2.73）、经济状况较差（HR=2.03，95％CI：1.42~2.92）是术后抑郁、焦虑障碍的独立影响因素

（P<0.05）；随访结束研究组患者 6min 步行试验比对照组明显更低（P<0.05）；随访结束两组患者症

状 NYHA 分级、LVEF％与 LVEDd 指标对比未见差异（P>0.05）；术后研究组患者的心绞痛、室性心

律失常、心肌梗死等事件发生率相比对照组明显更高（P<0.05）；两组患者手术并发症未见显著差异

（P>0.05）。结论　CRT 术后患者易合并发生抑郁、焦虑障碍，该症状发生的危险因素包括患者文化

程度低、经济状况较差；术后发生抑郁、焦虑障碍的患者预后受影响，更易发生心血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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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disorder after cardiac resynchronization therapy（CRT）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and its impact on prognosis　　REN Fangfang. The central hospital of Nan-
yang，Nanyang 47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after cardiac resynchronization therapy（CRT）and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Methods　160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treated by CRT implantation from January 2017 to January 2019 were 

enrolled in our hospital. According to the scores of Hamilton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cale（HAMA and HAMD），they 

were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86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Control group（74 patients without depression 

and anxiety）.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6 months. The walking test，NYHA grading，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surgical complications and cardiovascular adverse events（MACE）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operation. Results　Low education level（HR=1.82，95％ CI：1.32~2.73），poor economic 

status（HR=2.03，95％ CI：1.42~2.92）were the independen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after cardiac resynchronization therapy（CRT）（P<0.05）. The 6-minute walking test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YHA 

grade，LVEF％，LVED and the incidence of surgical complica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The incidence 

of angina pectoris，ventricular arrhythmia and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Patients with CRT are prone to develop depression and anxiety disorder. 

Risk factors for the occurrence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disorder include low education level and poor economic status. 

Th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fter CRT are more prone to cardiovascular events.

【Key words】Chronic heart failure；Cardiac resynchronization therapy；Depression and anxiety disorders；Prog-

nostic effect；Cardiovascular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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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再同步治疗（CRT）术是当前治疗慢性心力

衰竭患者的常用手段，该术式可有效纠正患者的心

脏电活动同步性以及心室间隔矛盾运动，从而有效

改善患者的心力衰竭症状［1-2］。但由于手术异物的置

入、术后感染以及术后电极脱位等因素影响，患者在

CRT 术后易出现抑郁、焦虑情绪［3］。抑郁、焦虑障碍

影响 CRT 术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和心血管不良事件

（MACE）发生率［4-5］。本研究探讨慢性心力衰竭患者

进行心脏再同步治疗（CRT）术后发生抑郁、焦虑障

碍的影响因素及抑郁、焦虑对患者预后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纳入本院 2017 年 1 月 ~2019 年 1 月收治 160
例慢性心力衰竭行 CRT 置入术治疗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研究纳入患者均依据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

搏分会 2013 年所制定 CRT 指南标准进行 CRT 置入

术治疗。患者术后均予以汉密尔顿抑郁焦虑评分量

表（HAMA 与 HAMD）进行评分，依据评分情况分为

研究组（纳入抑郁、焦虑障碍患者，86 例）、对照组

（纳入无抑郁、焦虑障碍患者，74 例）。两组患者抑

郁、焦虑障碍的诊断均依据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

与诊断标准（CCMD- Ⅱ -R）进行诊断。研究组纳入

男性 52 例、女性 34 例，患者年龄范围 53~74 岁，平

均（62.8±3.8）岁，患者合并扩张型心肌病 72 例、缺

血性心肌病 11 例、高血压疾病 40 例、糖尿病 15 例；

对照组纳入男性 46 例、女性 28 例，患者年龄范围

51~75 岁，平均（63.3±3.9）岁，患者合并扩张型心

肌病 68 例、缺血性心肌病 12 例、高血压疾病 36 例、

糖尿病 12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均未见显著差

异，患者于入组前签署知情权同意书。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于 CRT 置入术后予以汉密尔顿抑

郁、焦虑评分量表（HAMD 表与 HAMA 表）进行评

分。患者抑郁水平通过 HAMD 表评分，以 HAMD 表

评分≤ 19 分表示患者无抑郁症状，HAMD 表评分≥

20 分表示存在抑郁，HAMD 表评分 21~34 分表示存

在轻度抑郁、HAMD 表评分≥ 35 分表示存在重度抑

郁；患者焦虑水平通过 HAMA 表评分，以 HAMA 表

评分≤ 6 分表示患者无焦虑，HAMA 表评分≥ 7 分

表示存在焦虑症状，HAMA 表评分 14~20 分表示存

在轻度焦虑、HAMA 表评分 21~28 分表示存在明显

焦虑、HAMA 表评分≥ 29 分表示存在重度焦虑。

两组患者均于术后持续随访调查 6 个月。随访

结束分析研究组患者术后发生抑郁、焦虑障碍影响

因素，以抑郁、焦虑障碍作为因变量，患者性别、

年龄、婚姻状况、文化水平、经济水平以及基础疾

病等作为自变量，通过 Cox 风险模型回归分析影响

因素。分别于术前、随访结束（术后 6 个月）对比两

组患者 6min 步行试验、症状 NYHA 分级、左心室射

血分数（LVEF％）、手术相关并发症以及心血管不良

事件（MACE）情况。

1.3　数据处理

通过 SPSS20.0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计数数据

采用百分率形式描述数据，组间对比采用 χ2 值进行

检验；计量数据采用均值 ± 标准差描述数据，组间对

比采用 t 值检验；危险因素分析采用 Cox 模型逐步回

归分析；并以 P 值 <0.05 表示数据比较存在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心脏再同步治疗术后抑郁、焦虑障碍的影

响因素分析

86 例研究组患者随访调查显示，患者负性心

理发生原因包括心脏起搏器失效 63 例（73.26％）、

日常活动能力受限 51 例（59.30％）、术后用药导

致不良反应 42 例（48.84％）、手术经济负担 36 例

（41.86％）、术后囊袋感染 20 例（23.26％）、二次

手术 12 例（13.95％）。Cox 模型逐步回归分析显示，

患者文化程度低（HR=1.82，95％CI：1.32~2.73）、经

济状况较差（HR=2.03，95％，CI：1.42~2.92）是术

后抑郁、焦虑障碍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

2.2　手术前后两组患者各指标情况对比分析

两组患者术前 6min 步行试验、症状 NYHA

分级、LVEF％与 LVEDd 指标对比未见统计差异

（P>0 .05）；随访结束两组患者 6min 步行试验相

比术前明显更远，LVEF％相比术前明显更高，症

状 NYHA 分级、LVEDd 指标相比术前明显更低

（P<0.05）；随访结束，研究组患者 6min 步行试验相

比对照组明显更低（P<0.05）；随访结束两组患者症

状 NYHA 分级、LVEF％与 LVEDd 指标对比未见统

计差异（P>0.05），见下表 1。

2.3　两组患者术后 MACE 发生情况对比

术后研究组患者的心绞痛、室性心律失常、心

肌梗死事件发生率相比对照组明显更高，差异存在

统计意义（P<0.05），见下表 2。

2.4　两组患者手术并发症率情况对比

研究组患者术中 1 例发生冠状静脉夹层、1 例术

后膈神经刺激反应，并发症发生率 2.33％（2/86）；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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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患者术中 1 例发生冠状静脉夹层、1 例术后膈神

经刺激反应，并发症发生率 2.70％（2/74）。两组患者

手术并发症率对比未见显著差异（P>0.05），见下表 3。
表1　手术前后两组患者各指标情况对比分析

分组 例数 时间
6min步行 
试验（m）

症状NYHA 
分级

LVEF％
LVEDd 
（mm）

对照组 74 术前 377±102 3.1±0.6 30.6±3.5 62.7±6.8

随访结束 479±124* 2.2±0.5* 36.9±6.8* 55.9±6.9*

研究组 86 术前 381±116 3.1±0.7 30.1±3.7 64.2±6.5

随访结束 453±96*^ 2.3±0.4 37.5±6.9* 58.4±5.3*

*相比术前，̂相比对照组，P<0.05

表2　两组患者术后MACE发生情况对比

分组 例数 心绞痛 室性心律失常 心肌梗死 猝死

对照组 74 15（20.27） 9（12.16） 3（4.05） 0（0.00）

研究组 86 32（37.21） 29（33.72） 12（13.95） 3（3.49）

χ2 - 5.501 10.208 4.588 2.631 

P - <0.05 <0.05 <0.05 >0.05

表3　两组患者手术并发症率情况对比

分组 例数 冠状静脉夹层 膈神经刺激反应 并发症率

对照组 74 1（1.16） 1（1.16） 2.33％

研究组 86 1（1.35） 1（1.35） 2.70％

χ2 - - - 0.023

P - - - >0.05

3　讨论

慢性心力衰竭的患病率较高且对患者生命安全

造成严重影响，医疗费用以及社会负担也在不断加

重［6］。但部分慢性心衰患者的药物治疗效果欠佳［7］。

在最新指南指出，CRT 术（CRT-Pacemaker、CRT-

Defibrillillator）可作为伴 LVEF％<35％、QRS 波间期

延长的心衰患者的临床治疗方案。但患者因手术费

用、术后异物感、术后需进行长期服药、术后感染、

二次手术等因素易在术后出现抑郁、焦虑障碍［8-9］。

抑郁、焦虑障碍可能对其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并

降低患者对术后用药治疗的依从性，从而引发不良

预后。因此，分析 CRT 术患者术后抑郁、焦虑障碍

发生的相关影响因素，分析术后抑郁、焦虑障碍发

生对预后的影响是该术式预后改善的研究重点［10-12］。

本研究针对 86 例 CRT 术后发生抑郁、焦虑障碍

患者相关影响因素进行 Cox 模型逐步回归分析显示，

患者文化程度低、经济状况较差是其术后抑郁、焦虑

障碍的独立影响因素，且患者主要担心问题有心脏起

搏器失效、日常活动能力受限、术后用药导致不良反

应、手术经济负担、术后囊袋感染以及二次手术。分

析患者的预后发现：发生抑郁、焦虑障碍的研究组患

者 6min 步行试验相比未发生抑郁、焦虑障碍对照组

患者明显更低，术后研究组患者的心绞痛、室性心律

失常、心肌梗死以及猝死等事件发生率相比对照组明

显更高，上述结果说明：CRT 术后发生抑郁、焦虑障

碍对患者的 CRT 反应性及患者预后造成一定影响。本

研究与 Mastenbroek 等［13］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是因

CRT 置入术导致患者产生严重心理、生理反应，患者

因恐惧、紧张等情绪影响导致心肌氧自由基的大量生

成，患者体内的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升高；同时，

抑郁、焦虑患者的心率变异性逐渐降低，其 QT 的离

散成对升高，血小板聚集性增强、促使血管痉挛收缩，

导致其更易发生心血管事件［14-15］。但本研究样本量小，

观察时间也比较短，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验证我们的

结论。

综上所述，CRT 术后患者易合并发生抑郁、焦

虑障碍，发生的危险因素包括患者文化程度低、经

济状况较差；术后发生抑郁、焦虑障碍会影响患者对

CRT 反应性及预后，更易发生心血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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