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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心模式干预对心绞痛患者的疗效及其对情绪的影响

孙瑞华

【摘要】目的　分析心绞痛患者应用双心模式干预后的疗效及对患者情绪、生活质量及机体功能

的影响。方法　将我院 97 例心绞痛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对照组 48 例给予常规护理干

预，观察组 49 例给予双心模式干预措施，对比两组患者干预后焦虑、抑郁情绪、临床疗效、机体功

能及生活质量变化。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 HAMA、SF-36、SAQ、HAMD 评分及总有效率均高于对

照组（P< 0.05）。结论　双心模式能够有效提升心绞痛患者机体功能，改善不良心理状态，进一步

提升治疗效果，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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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Psycho-cardiology mode intervention on patients with angina pectoris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ir mood　　SUN Ruihua.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edicine，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
sity，Zhengzhou 450052，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patients with angina pectoris after intervention with Psycho-cardiology 

model and the changes of patients' mood，quality of life and body function. Methods　97 patients with angina pectoris in our 

hospital were divided by random number table. The control group（n=48）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and the ob-

servation group（n=49）was given Psycho-cardiology intervention. The anxiety，depression，clinical efficacy，quality of life 

and body function of the patient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Result　After the intervention，the HAMA，

SF-36，SAQ，HAMD score and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Psycho-cardiology model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body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angina 

pectoris，improve the adverse mood state，further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Keywords】Psycho-cardiology model；Angina pectoris；Adverse mood；Body function；Quality of life

 心绞痛近年来呈现逐年增高的趋势，对患者的

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均造成严重影响，研究表明［1］，

心绞痛患者多合并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会进一步

导致病情恶化，因此，及时有效的处理患者的负面

情绪，对于控制病情进展，改善患者预后有着重要

的临床意义。目前常规临床治疗及护理以患者躯体

症状为主，对于患者心理状态关注程度不足，随着

医学模式的转变及医学技术的快速提升，对于心绞

痛患者心理的关注度不断加强，有研究指出［2］，采

用双心模式应用于心绞痛患者，能够有效提升治疗

效果。本研究旨在观察双心模式对心绞痛患者焦虑

抑郁情绪及机体功能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1 月 1 日 ~2019 年 10 月 1 日期间我

院收治的 97 例心绞痛患者，经 X 线、心电图、血管

内超声显像、超声心动图等检查确诊符合心绞痛诊

断标准［3］，纳入患者认知功能良好，对研究内容知

情，自愿参与本研究，心功能分级：Ⅰ - Ⅱ级，汉密

尔顿焦虑量表评分（HAMA）≥ 14 分，汉密尔顿抑郁

量表评分（HAMD）≥ 17 分，该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同意。排除依从性差不能够配合治疗者，合

并恶性肿瘤者，既往精神病史，严重肝肾功能不全

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对照组 48 例，其

中男 27 例，女 21 例；年龄 63~79 岁，平均（7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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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岁；病程 3~11 年，平均（6.96±0.65）年；疾病

类型：稳定性 20 例，不稳定型 18 例，变异型 10 例；

文化程度：小学 14 例，中学 16 例，专科 13 例，本科

及以上 5 例。观察组 49 例，其中男 29 例，女 20 例；

年龄 62~81 岁，平均（70.91±7.09）岁；病程 3~12 年，

平均（7.01±0.68）年；疾病类型：稳定性 22 例，不稳

定型 19 例，变异型 8 例；文化程度：小学 16 例，中

学 15 例，专科 12 例，本科及以上 6 例。两组患者资

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护理干预，监督患者按时

服药，进行健康宣教，出现心绞痛症状时嘱咐患者

卧床休息，维持周围环境安静，严密监测患者病情，

明确患者心理精神状态，消除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诱

因，辅助患者日常起居，在患者服药后密切监测是

否出现不良反应，如有发生及时联系主治医师进行

对症处理，指导患者饮食，禁烟酒，保持室内温度

适宜，加强夜间巡视，指导患者运动；观察组患者

在此基础上增加双心干预模式，双心干预模式包括

心脏康复疗法、冥想疗法及心理干预疗法（1）冥想

疗法，嘱咐患者于每日早上 6 点开始训练，环境保

持安静，房间亮度以不刺激眼睛为宜，开始前稳定

患者情绪，嘱咐患者衣着以宽松为主，冥想前排空

膀胱，依据患者喜好选取盘坐位、直立位等，播放

低分贝背景音乐，双手合十高举过头，进行深呼吸，

呼吸时采用胸腹联合呼吸法，双唇轻合，眼睛微闭，

舌尖轻抵上鄂经鼻吸气，舌尖平放进行呼气，呼吸

频率 9 次 /min，15min/ 次，1 次 /d；（2）心脏康复疗

法，于午餐后 2~3h 进行，指导患者依据心脏康复运

动操视频进行训练，在训练期间密切观察患者状态，

如出现气促、胸闷等症状时及时停止训练，30min/

次，1 次 /d；（3）心理干预疗法，建立心理干预小组，

小组成员均为掌握心理沟通知识的护理人员，与患

者积极交谈，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提升患者对于

医护人员的信任度，对患者进行情绪调整训练，纠

正患者认知，促进患者形成正确的思维方式，改善

患者心理状态，促进患者身心健康状况良性发展，

除此之外，加强对患者的宣传教育，在传统口头宣

教基础上增加视频、手册、图片等形式进行普及，

定期检查患者对于疾病知识的掌握程度，明确患者

对疾病的重视程度，心理干预时间为 30min/ 次，1-2
次 / 周，两组患者均持续干预 8 周并对比干预效果。

1.3　观察指标

（1）焦虑抑郁情绪变化比较：采用汉密顿抑郁

量表评分（HAMD）对患者的抑郁情绪进行评价，

HAMD 评分内包含抑郁情绪、有罪感、入睡困难、

睡眠不深、自杀、工作和兴趣、激越、全身症状等

17 项内容，分数越高提示患者抑郁情绪越严重，其

中总分＞ 17 分提示患者存在抑郁情绪，总分 <7 分，

提示患者情绪正常，分数越高提示患者抑郁情绪越

严重，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评分（HAMA）评价患

者干预前后焦虑情绪变化，HAMA 评分内包含认知

功能、心境、失眠、焦虑、躯体性焦虑、躯体症状、

植物神经症状等 14 项内容，其中总分≥ 14 分提示

患者存在焦虑症状，总分 <7 分提示患者情绪正常，

分数越低表明患者情绪越佳；（2）临床疗效［4］ 显效：

症状体征消失，心电图显示正常，无需服用硝酸甘

油类药物；有效：症状体征基本消失，体力活动不受

限，硝酸甘油使用量减少 >1/2，心电图显示基本正

常；无效：未达有效标准；（3）机体功能比较：依据

西雅图心绞痛量表（SAQ）对患者的机体功能进行评

价，SAQ 评分内包含 5 大维度 19 项条目，分别为躯

体活动受限程度（1~9 条目）、心绞痛稳定状态（第

10 条目）、心绞痛发作情况（第 11~12 条目）、治疗

满意程度（第 13-16 条目）、疾病认知程度（第 17~19
条目），采用 1~5 分 5 级评分法进行评价，分数越高

提示患者机体功能状态越好；（4）生活质量变化比

较：采用简明健康测量量表评分（SF-36）评价并对

比两组患者干预后生活质量变化，SF-36 评分内可

分为 9 大维度、36 小条目，没条目采用 0~5 分 6 级

评分法进行评价，分数越高表明患者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2.0 软件处理数据，［n（％）］、（x±s）
表示计数、计量资料，χ2、t 检验，P<0.05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焦虑抑郁情绪变化比较

对照组患者干预后 HAMD 评分及 HAMA 评分均

较观察组患者水平高，差异显著（P<0.05），见表 1。
表1　HAMD及HAMA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HAMD HAMA

对照组（n=48） 干预前 22.38±1.59 19.36±1.66

干预后 16.35±0.88△ 12.39±1.99△

观察组（n=49） 干预前 22.43±1.63 19.41±1.68

干预后 12.16±0.51△▲ 9.16±0.88△▲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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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心绞痛主要以发作性胸部不适、心前区压榨性

疼痛等为主要表现［5］，如不能得到及时有效治疗，

极易发展成为心肌梗死，严重时甚至导致患者死亡。

心肌供血不足是导致心绞痛发作的主要原因［6］，因

此各种增加氧耗、减少心肌血液供应的因素，均是

引起心绞痛的致病因素。该病以 40 岁以上人群较为

多见，男性多于女性［7］。

本研究发现：两组患者干预后 HAMA 评分及

HAMD 评分均较干预前显著降低，提示两种干预方

案均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而观

察组患者两项评分改善效果均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

提示双心模式能够更为有效的消除心绞痛患者焦虑

抑郁情绪，改善患者心理状态。分析认为，心血管

疾病患者多伴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以焦虑抑郁

负面情绪较为多见，负面情绪的出现不利于患者病

情的控制，还会反过来加重病情，而目前临床常规

治疗及护理对患者焦虑抑郁负面情绪重视不够，缺

乏针对性的干预措施［8］，因此患者在干预后 HAMD

评分及 HAMA 评分虽有一定程度改善，但改善效果

低于观察组患者。而双心模式的应用以护理心理学

理论作为干预基础，通过与患者交谈，拉近与患者

距离，提升患者对医护人员的信任感，及时掌握患

者心理状态的变化，积极寻找刺激患者心理状态及

情绪变化的原因，并进行针对性的疏导，使患者能

够保持较佳的心理状态，减轻心理负担，双心模式

中通过对患者进行情绪调整训练，通过与患者负面

情绪辩论，调整患者思维方式，促进患者建立良好

的心理平衡机制，能够有效促进患者自主神经平衡，

改善心血管功能紊乱状态，增强患者心理素质，提

升患者控制不良情绪的能力，有效促进焦虑抑郁负

面情绪疏解，使患者保持良好愉悦的心情［9］。

SAQ 评分是反映心绞痛患者机体功能的重要指

标之一，不仅能够反映患者治疗前后躯体症状的变

化，同时也能够反映出患者对疾病知识的掌握程度、

对治疗中医护人员的满意度等情况。本研究发现：观

察组患者干预后 SAQ 评分改善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组

患者，提示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增加双心模式能够有

效促进患者机体功能改善，提升患者对疾病的认知

及医护满意度。分析认为，心绞痛多数患者对于病

情及治疗过程并不了解，部分患者则对于疾病的重

2.2　临床疗效

对照组患者干预后临床疗效总有效率 68.75％低

于观察组患者的 85.71％，差异显著（P<0.05），见

表 2。

2.3　机体功能比较

两组患者干预后 SAQ 评分均较干预前显著提

升，观察组患者更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2.4　生活质量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 SF-36 各项评分均较对照

组患者水平高，差异显著（P<0.05），见表 4。
表2　临床疗效对比［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48 12（25.00） 21（43.75） 15（31.25） 33（68.75）

观察组 49 19（38.78） 23（46.94） 7（14.29） 42（85.71）*

注：与对照组比较，χ2=3.9792，*P=0.0461<0.05。

表3　SAQ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躯体活动受限程度 心绞痛稳定状态 心绞痛发作情况 治疗满意程度 疾病认知程度

对照组（n=48） 干预前 10.29±0.88 2.11±0.10 3.85±0.16 6.36±0.88 4.36±0.91

干预后 30.28±1.22△ 3.49±0.13△ 6.25±0.20△ 13.66±1.16△ 11.01±0.80△

观察组（n=49） 干预前 10.35±0.91 2.13±0.09 3.88±0.18 6.41±0.91 4.41±0.88

干预后 39.69±2.10△▲ 4.61±0.05△▲ 8.89±0.19△▲ 18.01±0.06△▲ 13.99±0.10△▲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4　SF-36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生理功能 生理职能 身体疼痛 总体健康 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活力 健康变化

对照组（n=48） 41.95±1.22 16.03±1.11 7.66±0.28 19.96±1.88 8.35±0.71 10.60±1.08 20.52±1.05 14.22±1.58 3.05±0.18

观察组（n=49）47.11±0.55▲ 18.38±0.40▲9.11±0.08▲22.82±0.89▲ 9.06±0.25▲ 13.28±1.11▲ 23.81±0.85▲ 18.01±0.70▲ 4.59±0.08▲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下转第 62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