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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行为干预对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并发心律失常患者的心理状态及睡眠
质量的影响

任月霞 、 孙艳芳 、 张　乐 、 孙　倩 、 胡秀雪 、 陈慧玲

【摘要】目的　分析认知行为干预对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并发心律失常患者的心理状态及睡

眠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择 2017 年 1 月～2020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 103 例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并发

心律失常患者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组，两组患者均给予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在此基础上，对照组 51 例患者给予常规心理干预，观察

组 52 例患者给予认知行为干预，对比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焦虑抑郁情绪、睡眠质量、疾病应对方式及

生活质量变化。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 SDS、SAS 和 PSQI 评分低于对照组，SF-36 评分高于

对照组，MCMQ 评分内回避、屈服项评分低于对照组，面对项评分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认

知行为干预能够有效消除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并发心律失常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改善患者疾病应

对方式及睡眠质量，提升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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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gnitive behavior intervention on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sleep quality of patients with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complicated with arrhythmia　　REN Yuexia，SUN Yanfang，ZHANG Yue，et al. Heart 
Center of Hen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Huazhong Fuwai Hospital，Zhengzhou University Huazhong Fuwai Hos-
pital Arrhythmia Second Ward，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cognitive behavior intervention on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sleep 

quality of patients with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complicated with arrhythmia. Methods　A total of 103 patients with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complicated with arrhythmia from January 2017 and January 2020 in our hospital were col-

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oth groups were given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 On 

this basis，the control group（51 cases）received routin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the observation group （52 cases）

received cogn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the chang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sleep quality，disease coping style 

and quality of life after interven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SDS，SAS 

and PSQI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SF-36 scor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MCMQ scores for internal avoidance，yield items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face item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an 

effectively eliminat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patients with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complicated with arrhythmia，

improve the patient's coping style and sleep quality，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Key words】 Cognitive behavior；Acute coronary syndrome；Arrhythmia；Mental state；Sleep quality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并发心律失常属于心身疾

病的一种，不仅对患者生理功能造成严重影响，同

时也严重影响患者的心理状态［1］。经皮冠状动脉介

入治疗（PCI）是临床上治疗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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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心律失常的常用方法，能够有效改善因疾病引起

的症状体征，但是对于患者的心理状态改善效果并

不理想。临床研究表明［2］，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并

发心律失常患者多为中老年患者，处于此年龄段的

患者对于疾病的认知较差，不能够进行正确的行为

应对，是引起患者焦虑抑郁的主要原因，影响患者

睡眠质量，不利于术后疾病的转归。认知行为干预

是近年来临床上缓解患者负面情绪较为常用的一种

心理疗法，在多种类型疾病合并负面情绪中均取得

较佳的治疗效果。该研究旨在观察认知行为疗法应

用于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并发心律失常患者中的效

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1 月～2020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 103
例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并发心律失常患者为主要研

究对象。纳入标准：经超声心动图、心肌损伤标记

物、心电图、临床症状等检查确诊符合急性冠状动

脉综合征并发心律失常诊断标准［3］；均行 PCI 治疗；

患者已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存在手术、药物

禁忌症者；既往有精神病史者；依从性差者；入组前

即存在睡眠障碍者；使用抗精神药物治疗者。本研究

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通过。采用随机数字表法进

行分组，对照组 51 例，其中男 28 例，女 23 例；年

龄 63～75 岁，平均（68.02±2.29）岁；体质量指数

18.61～25.68 kg/m2，平均（22.05±1.02）kg/m2；文化

程度：小学 9 例，中学 32 例，专科及以上 10 例。观

察组 52 例，其中男 30 例，女 22 例；年龄 66～77 岁，

平均（68.06±2.31）岁；体质量指数 18.58～25.71 kg/

m2，平均（22.08±1.03）kg/m2；文化程度：小学 11 例，

中学 30 例，专科及以上 11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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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I 术治疗，对照组采用常规

心理干预，给予患者健康宣教，与患者积极沟通，

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20-40min/ 次，2-3 次 / 周；

观察组给予认知行为模式进行干预：（1）认知

及情绪评估，建立认知行为小组，小组成员选取科

室成员 6 名，入组成员均有心理咨询资格证，经培

训合格后上岗，对患者的认知及情绪进行评估，并

明确引起焦虑抑郁情绪出现的原因，给予针对性的

劝解及疏导，记录患者错误的认知行为，明确患者

关心的问题，找到根本性原因，以根本性原因为中

心制定干预目标；（2）领悟，使患者认识到出现焦

虑抑郁及睡眠障碍的原因是什么，比如，担心疾病

治疗后再次复发或者出现恶化情况，害怕因疾病原

因引起死亡，或者是由于疾病对自身日后生活的影

响，而这些情况均不是由于疾病本身引起的，是由

于自身对疾病认知的缺乏及自己对疾病所做的不合

理解释及评价而导致的 30min/ 次，1 次 /d，连续干

预 3d 确保患者能够领悟，如不能领悟者继续进行干

预；（3）修通，通过科学的辩论动摇患者的非理性信

念，常见的有质疑式及夸张式两种辩论方式，此阶

段的重点在于使患者认识到自己的信念是没有根据

的、不合逻辑的，区分合理不合理的信念，并应用

合理的信念取代不合理信念，30min/ 次，2-3 次 / 周，

同时辅助放松疗法进行训练，15-20min/ 次，1 次 /d；

（4）再教育，对患者进行社会技能训练及解决问题

训练，比如人际交往、思维技能等方式，30min/ 次，

1 次 /d。两组患者均持续干预 30d 并对比干预效果。

1.3　观察指标

 （1）焦虑抑郁情绪比较：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及抑郁自评量表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评价干预前后患

者不良情绪变化，SAS 评分及 SDS 评分内均包含 5
大维度，20 项内容，每项采用 1-4 分进行评价，所

得分数为粗分，最终得分 = 粗分 ×1.25，分数越高

提示患者焦虑抑郁情绪越严重。（2）采用匹兹堡睡

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评

价患者干预前后睡眠质量变化，PSQI 评分内包含主

观睡眠质量、日间功能障碍、睡眠效率等 7 大维度，

总分 21 分，分数越高表示患者睡眠质量越差；（3）

采用医学应对问卷量表评分（Medical CopingModes 

Questionnaire，MCMQ）评价患者干预前后的疾病应

对方式，其内包含回避、面对、屈服 3 大维度，25
项内容，每项采用 1-4 分进行评价，分数越高该维

度所代表的正向意义或反向意义越强；（4）采用简

明健康测量量表评分（the MOS item short from health 

survey，SF-36）评价干预后患者生活质量改变，

SF-36 评分内有 9 大维度，36 项内容，每项 1-5 分，

分数越高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处理，计数资料以 

［n（％）］表示，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x±s）
表示，采用 t 检验，以 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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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SDS、SAS 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 SDS 及 SAS 评分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SAS 和

SDS 评分较干预前降低，且观察组评分低于对照组

（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SDS、SA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SAS评分 SDS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51 82.29±7.0252.15±5.31△ 83.11±8.37 51.99±4.95△

观察组 52 82.35±6.9943.28±3.38△ 83.08±8.41 41.68±2.29△

t 0.0435 10.0915 0.0181 13.5227

P 0.4827 0.0000 0.4928 0.0000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

2.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PSQI 评分干预前后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 PSQI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 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PSQI 评分较干

预前降低，且观察组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见

表 2。
表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PSQI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PSQI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51 13.11±1.01 7.69±0.52△

观察组 52 13.08±0.99 3.38±0.19△

t 0.1522 55.6595

P 0.4397 0.0000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

2.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MCMQ 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 MCMQ 各项评分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患者回避项

目、屈服项目评分均低于对照组，面对项目评分高

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2.4　两组患者 SF-36 评分比较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 SF-36 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表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MCMQ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回避 面对 屈服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51 17.15±1.21 12.51±0.88△ 10.02±1.01 18.17±1.21△ 18.23±1.22 12.38±0.68△

观察组 52 17.21±1.19 8.11±0.09△ 10.04±0.99 23.22±1.32△ 18.20±1.20 8.08±0.07△

t 0.2537 35.5254 0.1015 20.2289 0.1258 44.9262

P 0.4001 0.0000 0.4597 0.0000 0.4501 0.0000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

表4　两组患者SF-36评分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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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43.22±1.18 16.03±1.81 7.52±0.41 20.05±1.81 8.23±0.55 11.11±1.03 21.03±0.95 15.39±1.25 3.28±0.22

观察组（n=52） 48.36±0.55 18.85±0.34 9.11±0.30 22.95±0.96 9.05±0.21 13.02±0.85 23.66±0.58 18.59±0.71 4.53±0.09

t 28.2438 10.9388 22.4259 10.1297 9.9590 10.2731 16.9184 16.0143 37.6071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3　讨论

临床研究表明［4］，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板块不稳

定是导致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发生的主要原因，患

者临床主要表现为烧灼感、胸骨后疼痛、恶心、放

射痛、呼吸困难等症状体征，多数患者合并心律失

常，会导致心肌缺氧缺血，降低脑部血液供应，引

起机体脑部组织出现缺氧、缺血，引发一系列神经

精神症状，最为常见的即为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滋

生；同时由于患者对疾病的认知过度缺乏，在出现

各种症状及突发事件时不能够正常应对，进一步加

重焦虑抑郁情绪，负面情绪长时间存在会延长睡眠

潜伏时间，减少睡眠时间，进而降低睡眠质量，极

易引起睡眠障碍的发生，整体睡眠质量降低，严重

影响患者的生理心理功能，不利于疾病的治疗及转

归［5］。因此，在临床常规治疗的基础上，改善患者

的焦虑抑郁情绪及睡眠质量，对于改善患者预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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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PCI 是临床上治疗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合并心

律失常的首选方案，其疗效已得到临床一致肯定，

但现阶段临床上对于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的干预仍

以健康宣教及心理疏导为主［6］，存在一定的不足。

认知行为干预是心理治疗中的一种新型治疗方案，

其以认知纠正为理论基础，通过引导患者探索自身

思想，改善患者对疾病的认知，进而产生自发性改

善自身行为的效用［7］。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

者干预后 SDS、SAS、PSQI、MCMQ、SF-36 评分

改善效果均显著优于对照组，提示认知行为干预模

式能够更为有效的缓解患者负面情绪，改善患者的

应对方式，提升患者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临床研

究表明，情绪可分为立即、非反省及持续、反省的

两大类，立即、非反省情绪是指习惯、经验、本能

的产物，持续、非反省情绪是指个人思考方式及态

度，临床上出现的情绪困扰多是由第二类情绪引起

的，与个人的信念及态度有着重要关联，信念不合

理是情绪障碍发生的主要原因，其主要有糟糕至极、

过分概括化、绝对化要求三大特征，疾病本身不是

引起患者出现情绪障碍的主要原因，而是由于患者

对于疾病不正确的评价及认知产生的信念引起的情

绪及行为后果［8］。常规的健康宣教及心理干预以知

识灌输为主，对于患者不正确的理念并未过多干预，

因此患者的情绪及行为改善效果并不明显，整体干

预效果不理想。认知行为干预模式的应用，更注重

矫正患者的认知及行为，通过辩论技术使患者认识

到自己不合理信念，促使患者产生合乎理性的信念，

以理性治疗非理性，促进患者建立合理的思维方式，

降低不合理信念对机体情绪带来的影响，调节交感

神经、皮肤电系统与心血管系统的激活水平，进而

有效改善患者的不良情绪提升患者睡眠质量［9］。随

着认知水平的提升，患者能够改善自身行为，做出

更利于疾病的应对方式，比如能够自发的戒烟戒酒，

抑制机体内分泌机制激活，降低血小板及交感活性，

避免损伤冠状动脉内皮功能，有效抑制疾病的进一

步发展；而干预中放松疗法的应用，通过有意识的

促使肌肉松弛，能降低机体交感神经活动功能，强

化副交感神经系统活动功能，增进身心健康；除此

之外，对患者进行社会技能及解决问题能力的训练，

不仅能够提升患者面对问题时的应对能力，同时对

于改善患者术后生活质量亦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10］。

综上所述，认知行为干预通过消除患者不合理

信念，引导患者建立合理思维方式，改善行为等，

有效改善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并发心律失常患者的

焦虑抑郁情绪及应对方式，提升患者睡眠质量及生

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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