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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年冠心病患者冠脉介入治疗后心理状态及影响因素

马会勤 、 陈　红 、 张海燕 、 陈　红

【摘要】目的　分析中青年冠心病患者冠脉介入（PCI）治疗后的心理状态及影响因素。方法　以

2017 年 11 月 ~2019 年 10 月为时间段，选择我院收治的 200 例 PCI 术治疗的中青年冠心病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调查患者术后的心理状态，分析影响因素。 结果　第一，调查显示，200 例患者中，103 例

（51.5％）有焦虑，41 例有抑郁（20.5％）。第二，单因素分析显示，中青年冠心病 PCI 术后并发焦虑、

抑郁与社会人际关系、并发症、医疗费用来源、病程有关。第三，Logistic 回归多因素分析显示：社会

人际关系、并发症与病程是引起中青年冠心病 PCI 术后患者焦虑、抑郁的危险因素。 结论　中青年冠

心病 PCI 术后，伴有明显的情绪问题，且影响因素较多，如并发症和社会人际关系差等，需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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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sychologic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young and middle-aged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fter coronary intervention　　MA Huiqin，CHEN Hong，ZHANG Haiyan，et al. No.988 
Hospital of PLA Joint Service Support Force，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young and middle-

aged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after PCI. Methods　From November 2017 to October 2019，we selected 

200 young and middle-aged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treated by PCI，and investigated their mental state af-

ter operation，and analyz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Results　First，the survey showed that 103 patients（51.5％）had 

anxiety and 41 patients（20.5％）had depression. Second，the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young and middle-aged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fter PCI were related to social relationships，complica-

tions，sources of medical expenses and course of disease. Third，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ocial relation-

ships，complications and course of disease were the risk factor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young and middle-aged pa-

tients after PCI. Conclusion　The young and middle-aged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CHD）after PCI have 

obvious mental disorder and many influencing factors，such as more complications and poor social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which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Key words】Young and middle-aged；Coronary heart disease；Coronary intervention；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

tics；Influencing factors

冠 状 动 脉 粥 样 硬 化 性 心 脏 病 （ c o r o n a r y 

atherosclerotic heart disease）是指一种因为冠状动脉

血管出现粥样硬化病变，引起血管腔狭窄、阻塞，

导致心肌缺血、缺氧甚至坏死，最终诱发的心脏

病［1-2］。冠心病发病率高，危害性大，一旦确诊，尽

早治疗［3］。其中，冠脉介入术（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是治疗冠心病的常用术式［4］。但

PCI 术后患者的心理状态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5］。本

文探讨中青年冠心病患者冠脉介入治疗后心理状态

及影响因素。现报道如下。

1　资料及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 2017 年 11 月 ~2019 年 10 月为时间段，选择

我院收治的 200 例 PCI 术治疗的中青年冠心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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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30~60 岁，男女不限；（3）均行 PCI 术，且

术后病情稳定；（4）自愿参与本次研究，签署有知

情同意书；（5）本研究得到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

意。排除标准：（1）不愿参与研究者；（2）年龄 >60
岁或者年龄 <30 岁者；（3）严重脑血管病患者；（4）

伴有精神障碍、认知障碍者；（5）失语失聪、无法

正常交流者；（6）妊娠期或哺乳期女性。200 例患者，

117 例男性，83 例女性；年龄最小 32 岁，最大 59 岁，

平均（44.39±4.18）岁。

1.2　方法

术后第 3 天，由专业培训的医护人员，采用焦

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7］和抑

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8］，评

价分析 200 例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SAS 量表与

SDS 量表共涉及 20 个项目，每一项目 1-4 分，总分

80 分，最终评分越高表示患者焦虑或抑郁情绪越严

重。其中，总分低于 50 分表示无焦虑 / 抑郁。

根据 SAS 评分、SDS 评分将患者分成有焦虑组

与无焦虑组、有抑郁组与组抑郁组，从年龄、性别、

并发症、社会人际关系、学历、医疗费用来源等方

面，分析影响病人精神心理状态的因素。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8.0 软件处理本次研究所涉及的数

据。平均值 ± 标准差（x±s）用来表示计量资料，

且用 t 值检验；例（n）、百分率（％）表示计数资料，

且用 χ2 检验。另外通过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法，

分析中青年冠心病 PCI 术后精神心理问题的影响因

素。P<0.05 用来评定组间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精神心理特点

本组 200 例患者，关于 SAS 评分及 SDS 评分如

表 1 所示。
表1　分析200例患者的心理状态

组别 例数 评分结果

有焦虑组 103 60.83±4.28

无焦虑组 97 40.14±6.72

t 9.173

P 0.000

有抑郁组 41 57.13±3.42

无抑郁组 159 37.56±7.19

t 11.385

P 0.000

2.2　中青年冠心病 PCI 术后并发焦虑、抑郁的

单因素分析

经单因素分析发现，中青年冠心病术后并发焦

虑、抑郁，与社会人际关系、并发症、医疗费用来源、

病程有关。如表 2、表 3 所示。
表2　中青年冠心病PCI术后并发焦虑的单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有焦虑组
（n=103）

无焦虑组
（n=97） t/χ2 P

性别 男 57（55.3％） 60（61.8％） 0.871 0.350

女 46（44.7％） 37（38.2％）

年龄（岁） 43.49±4.95 44.51±5.01 0.843 0.312

社会人际关系 差 69（66.9％） 19（19.6％）45.576 0.000

良好 34（33.1％） 78（80.4％）

并发症 有 51（49.6％） 11（11.4％）34.420 0.000

无 52（50.4％） 86（88.6％）

医疗费用来源 自费 47（45.7％） 25（25.8％） 8.620 0.003

公费 56（54.3％） 72（74.2％）

学历 高中及以下 37（35.9％） 33（34.1％） 0.467 0.598

大专、本科 47（45.7％） 44（45.3％）

硕士及以上 19（18.4％） 20（20.6％）

病程 ≤1年 43（41.8％） 58（59.8％） 6.481 0.011

>1年 60（58.2％） 39（40.2％）

冠状动脉病变支数 1-2支 51（49.6％） 45（46.4％） 0.205 0.650

≥3支 52（50.4％） 52（53.6％）

2.3　中青年冠心病 PCI 术后并发焦虑、抑郁的

多因素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的社会人际关系、并发症、医疗

费用来源、病程 4 个影响因素设为自变量，是否发

生抑郁、焦虑设为因变量，采取逐步法予以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社会人际关系、并发症与病

程是引起患者焦虑、抑郁的危险因素。如表 4 所示。

3　讨论

PCI 术，可减轻冠心病病人的临床症状，改善预

后，为病人的生命安全提供保障［9］。但是，PCI 术属

于有创手术，伴有明显的应激反应，术后病人容易

产生精神心理问题，降低生存质量及依从性，不利

于术后康复［10-12］。故此，应该了解冠心病 PCI 术后的

精神心理特点和影响因素，方可对症干预［13］。本研

究发现：200 例患者中，103 例（51.5％）有焦虑，41
例有抑郁（20.5％），提示中青年冠心病 PCI 术后伴有

严重情绪问题。它可能引起心源性猝死、心力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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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阵室速、室颤等危险事件，甚至危及生命。故此，

我们应该加强对中青年冠心病 PCI 术患者的心理干

预，加强术后并发症的宣传教育，讲解药物辅助作

用，说明可能发生的不良事件，让患者做好心理准

备，以免出现严重不良情绪。本研究对中青年冠心

病 PCI 术后并发焦虑、抑郁的单因素分析显示，社会

人际关系、并发症、医疗费用来源、病程和不良情

绪有关。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社会人际关系、并发

症与病程是引起患者焦虑、抑郁的危险因素。社会

人际关系差，治疗期间，缺乏亲朋好友的关心、照料，

容易产生孤独感，胡思乱想，引起焦虑、抑郁。关

于并发症，血肿、动静脉瘘、假性动脉瘤、拔管综

合征、出血等都是 PCI 术常见并发症，一旦发生，势

必会影响病人的术后生活，不利于疾病康复，故而

影响病人的心理状态。病程长，病人长期遭受疾病

折磨，对治疗缺乏信息，术后容易杞人忧天，害怕

效果不好，容易产生焦虑、抑郁情绪。本次研究结

果与朱俊，张超锋等［14］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本研

究只是探讨了中青年冠心病患者 PCI 术后的情绪状态

和影响因素，后续的研究应重点探讨如何进行干预。

综上，本研究发现：中青年冠心病患者 PCI 术后

容易出现焦虑、抑郁情绪，与社会人际关系、并发

症与病程等因素有关，我们应该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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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中青年冠心病PCI术后并发抑郁的单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有抑郁组
（n=41）

无抑郁组
（n=159） t/χ2 P

性别 男 24（58.5％） 93（58.5％） 0.000 1.000

女 17（41.5％） 66（41.5％）

年龄（岁） 44.52±4.12 43.97±4.57 0.596 0.471

社会人际关系 差 29（70.7％） 59（37.1％） 22.717 0.000

良好 12（29.3％） 100（62.9％）

并发症 有 28（68.2％） 34（21.3％） 44.482 0.000

无 13（31.8％） 125（78.7％）

医疗费用来源 自费 33（80.4％） 39（24.5％） 62.646 0.000

公费 8（19.6％） 120（75.5％）

学历 高中及以下 14（34.1％） 56（35.3％） 0.274 0.713

大专、本科 19（46.3％） 72（45.3％）

硕士及以上 8（19.6％） 31（19.4％）

病程 ≤1年 13（31.8％） 88（55.3％） 11.231 0.001

>1年 28（68.2％） 71（44.7％）

冠状动脉病变支数 1-2支 21（51.2％） 75（47.1％） 0.336 0.561

≥3支 20（48.8％） 84（52.9％）

表4　中青年冠心病PCI术后并发焦虑、抑郁的多因素分析

变量 基准 β Waldχ2 P值 OR值 95％CI

社会人际关系 良好 0.556 12.475 0.000 1.586 1.223-1.894

并发症 无 0.521 11.432 0.000 1.485 1.271-1.864

病程 ≤1年 0.509 9.753 0.008 1.452 1.092-1.576

医疗费用来源 公费 0.289 2.571 0.092 0.771 0.673-1.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