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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住院患者共病焦虑抑郁的影响因素分析

孟雅丽 、 陈士芳 、 张真真 、 付翠翠 、 范宏宏 、 杨喜山 

【摘要】目的　探讨冠心病住院患者共病焦虑抑郁的影响因素。方法　选择 2017 年 1 月～2020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 200 例冠心病住院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调查焦虑抑郁共病发生情况以及患者的一

般资料，采用单因素分析及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法分析患者共病焦虑抑郁的影响因素。结果　200

例冠心病住院患者共病焦虑抑郁的 65 例，发生率 32.50％；共病焦虑抑郁患者与非共病患者在年龄、

性别、睡眠障碍、病变程度、住院史、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婚姻状况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5）；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女性、睡眠障碍、三支病变、住院史是冠心病住院患者共病焦

虑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冠心病住院患者共病焦虑抑郁的发生率较高，可能受到性别、睡眠、

病变和住院史的因素的影响，可开展针对性措施以提升冠心病住院患者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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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orbidity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ENG Yali，CHEN Shifang，ZHANG Zhenzhen，et al.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uoyang 471003，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orbidity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ethods　A total of 200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7 

to January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investigate the incidence of comorbidities of anxiety and depres-

sion and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of patients，univariate analysis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orbiditi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 Results 　There were 65 cases of comor-

bi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mong 200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with an incidence of 32.50％.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comorbi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patients and non-comorbid 

patients in age，sex，sleep disorder，lesion degree，hospitalization history，education，family monthly income and 

marital status（P<0.05）.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female，sleep disorder，three lesions and 

hospitalization history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comorbiditie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onclusion　The incidence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comorbidity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s relatively high，which may be affected by gender，sleep，pathological changes and hospitalization history. Targeted 

measures can be taken to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of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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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冠心病发病具有上升趋势，虽然随着

诊疗技术的进步，冠心病死亡率已逐年下降，但住

院患者心理健康状况却不容乐观，尤其以焦虑、抑

郁情绪最为常见，导致患者生存质量下降，甚至对

冠心病预后造成影响。目前冠心病的治疗护理主要

以挽救生命、提升心功能、降低心血管事件等为主，

精神心理状况方面关注不足，且少有关于抑郁焦虑

共病的讨论，而焦虑抑郁共病对患者冠心病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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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程度更高［1］。因此了解冠心病住院患者共病焦

虑抑郁的影响因素，对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提高

患者心理健康水平，改善疾病预后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7 年 1 月～2020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 200
例冠心病住院患者为主要研究对象。纳入标准：符

合中华医学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诊断标

准》［2］；经积极救治后生命体征基本平稳；住院前无

原发性精神疾病史；无药物滥用吸毒史；小学及以上

文化水平。排除标准：病情严重，濒临死亡者；合并

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等影响神经功能者；

合并恶性肿瘤、创伤等其他严重疾病者；近期有严重

的家庭变故者。

1.2　方法

1.2.1　焦虑抑郁情绪评估

所有患者均在病情稳定后接受量表评估，焦虑

抑郁情绪采用医院焦虑抑郁情绪测量表（HADS）［3］，

该量表包含 HADS 焦虑、HADS 抑郁两个分量表，每

个分量表均包含７个条目，每个条目由轻到重评分

0～3 分，各分量表总分 21 分，≥７分提示具有临床

意义的焦虑或抑郁情绪，以两分量表均＞ 7 分判定

为焦虑抑郁共病。

1.2.2　一般资料调查

查阅既往文献［4］，结合我院病历资料纳入情况

确定调查内容，包括年龄、性别、睡眠障碍、病变

程度、住院史、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婚姻状况、

合并糖尿病、高血压、体质指数（BMI）等。调查人

员均接受相关统计学培训并考核合格，资料调查后

由专业统计人员录入数据库。根据是否发生共病焦

虑抑郁进行分组。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2.00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

验，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冠心病住院患者共病焦虑抑郁发生率及单

因素分析

200 例冠心病住院患者共病焦虑抑郁的 65 例，

发生率 32.50％；焦虑抑郁共病患者与非共病患者的

年龄、性别、睡眠障碍、病变程度、住院史、受教

育程度、家庭月收入、婚姻状况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两组患者合并糖尿病、高血压及 BMI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冠心病住院患者共病焦虑抑郁发生率及单因素分析

项目
焦虑抑郁共病

组（n=65）
非共病组
（n=135） χ2 P

年龄（岁） ＜70 20 65 5.423 0.020

≥70 45 70

性别 男 25 80 7.610 0.006

女 40 55

睡眠障碍 34 45 6.610 0.010

病变程度 单支 21 35 4.355 0.038

双支 24 68

三支 20 32

住院史 19 12 13.862 ＜0.001

受教育程度 小学 15 27 4.221 0.041

初中 28 68

高中/中专 20 25

大专/本科 2 15

家庭月收入（元）＜3000 18 20 4.728 0.030

≥3000 47 115

婚姻状况 已婚 54 125 4.228 0.040

未婚 11 10

合并糖尿病 26 49 0.257 0.612

合并高血压 21 37 0.512 0.474

BMI（kg/m2） ＜24 49 110 1.001 0.317

≥24 16 25

2 . 2　冠心病住院患者共病焦虑抑郁的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女性、睡眠障碍、三

支病变、住院史是冠心病住院患者共病焦虑抑郁的

独立危险因素，见表 2。
表2　冠心病住院患者共病焦虑抑郁的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β SE waldχ2 P OR（％95CI）

女性 0.803 0.312 6.582 0.038 2.234（1.182～6.988）

睡眠障碍 0.942 0.345 7.455 0.027 2.565（1.398～7.984）

三支病变 0.913 0.337 7.341 0.029 2.492（1.583～7.361）

住院史 1.034 0.298 12.037 0.020 2.812（1.377～11.847）

3　讨论

近年来生物 - 心理 - 社会医学模式逐渐得到推

广，心脏病与心理疾病的相互影响作用获得了越来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0 年第 47 卷第 6 期 - 1203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越多的关注，“双心医学”理论指出，医务人员不仅

需要关注心血管疾病的生理变化，同时需要密切注

意患者的精神心理问题。共病抑郁焦虑是精神类并

发症中常见的共病形式，报道称 60％～90％ 抑郁者

合并有焦虑症状，与单纯的抑郁情绪相比，共病患

者精神症状更严重，病情持续事件更长，更需要专

业的精神卫生服务［5］。但事实上，目前心血管疾病

领域对由共病焦虑抑郁的关注度较低，加之共病者

病情严重程度以及人口学资料有较大的差异，尚缺

少针对共病焦虑抑郁的精神心理筛查，更是缺乏针

对性护理措施。

本研究结果显示，200 例冠心病住院患者共病焦

虑抑郁的 65 例，发生率 32.50％，提示共病焦虑抑

郁现状不容乐观，有必要针对易感因素进行相关护

理干预。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女性是共病焦

虑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可能原因在于老年女

性相较于男性扮演着更重要的家庭角色，住院治疗

期间心脏功能、活动能力低下导致其无法顾及儿女、

家庭等，易出现更严重的焦虑、抑郁情绪［6］。因此

对于女性患者而言，尤其需要注意其精神、心理变

化，适当增加家人探视，降低因病入院后对家人的

担心，增加幸福感，同时给予足够的家庭支持，缓

解不良情绪。本研究结果显示，睡眠障碍者较非睡

眠障碍者共病焦虑抑郁风险更高，一方面原因在于

睡眠障碍者睡眠 - 觉醒周期的破坏容易直接导致思

维混乱、意识水平下降，诱发焦虑、抑郁情绪；另一

方面，心脑血疾病出现的睡眠障碍不仅表现入睡困

难、睡眠时间减少等，受疾病应激影响还易发生睡

眠中惊恐发作，醒后濒死感、窒息感，导致严重的

焦虑或回避行为［7］。因此提升冠心病患者睡眠状况

有助于降低共病焦虑抑郁风险。本研究结果还显示，

三支病变、住院史是共病焦虑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

三支病变病情更严重，心脏功能更差，患者存在活

动受限，生活无法自理，负性情绪往往更加严重，

易发生共病焦虑抑郁现象［8］。因此对于该类患者需

要密切注意其病情变化，同时给予无创正压通气或

早期心脏功能锻炼，改善其呼吸与心脏功能情况，

缓解患者因病情引起的焦虑、抑郁情绪。因心血管

疾病有过住院史的患者其冠心病病程较长，反复住

院本身可作为不良应激源影响其心理变化，同时患

者对病情的担心程度也越高，更易诱发不良情绪［9］。

因此需要对有住院史的患者进行精神心理变化的重

点关注，并告知其治疗后的活动能力、心脏功能的

改善情况，鼓励床上或下地活动，提高病情感知，

降低因反复住院的病情不确定感与焦虑心情。

综上所述，冠心病住院患者共病焦虑抑郁的发

生率较高，可能受到性别、睡眠、病变和住院史的

因素的影响，可开展针对性措施以提升冠心病住院

患者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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