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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激活疗法对冠心病合并焦虑抑郁患者的效果

蔡　楠 、 高　红

【摘要】目的　探讨行为激活疗法对冠心病合并焦虑抑郁患者的效果。方法　观察对象为 2018 年

1 月～2020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 �� 例冠心病合并焦虑抑郁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48 例。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行为激活疗法。比较护理前后两组抑郁自评量

表（SDS）、西雅图心绞痛生活质量量表（SAQ）、焦虑自评量表（SAS）以及多维疲劳量表（MFI-20）。

结果　护理后两组 SAS 评分、SDS 评分均明显下降，且护理后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 0.0�）；护理后

两组 SAQ 评分各维度均显著增加，且护理后观察组活动受限、心绞痛发作情况、心绞痛稳定情况、

治疗满意度、疾病认知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结论　行为激活疗法有助于降低冠心病合并

焦虑抑郁患者的不良情绪，同时提升心绞痛相关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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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behavior activation therapy o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CAI Nan，GAO Hong. Second District of Cardiology，Henan Provincial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behavior activation therapy o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ethods　Ninety-six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from January 

2018 to January 2020 in our hospital were w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48 case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care，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behavioral activation 

therapy based on routine care. The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Seattle angina pectoris quality of life scale（SAQ），

anxiety self-rating scale（SAS）and multidimensional fatigue scale（MFI-20）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

fore and after nursing. Results　After nursing，the SAS score and SDS score of both group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nursing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nursing，the SAQ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and after the nursing，the observation group's activity limitation，angina pectoris 

attack，angina pectoris stability，treatment satisfaction，and disease cognitio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Behavioral activation therapy can reduce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and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related to angina pectoris.

【Key words】Behavior activation therapy；Coronary heart disease；Anxiety and depression；Quality of life

控制了血压、血糖等风险因素后，焦虑、抑郁

仍对冠心病的发生、发展以及疾病转归具有重要影

响，还可作为冠心病生活质量甚至死亡的预测因素。

约 50％冠心病患者存在有临床意义的负性情绪，以

焦虑、抑郁为主。因此针对冠心病合并焦虑抑郁患

者，探寻一种简单、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对提升其

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1］。行为激活疗法是治

疗原发性抑郁症以及广泛性焦虑症的新型方法，其

源于认知行为疗法（CBT）但又有所差异，不同于

CBT “从内而外”的治疗方法，后者以“由外及内’

为治疗原则，它告诉患者行为与情绪密切相关，改

变行为对情绪的变化具有重要作用［2］。因此，本研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编号：1�A��0001）。

［作者工作单位］河南省中医院心病科二区（郑州，4�0000）。

［第一作者简介］蔡楠（1�8�.01-），女，河南永城人，本科，主管护师，研究方向：内科学（中西医结合）。

［通讯作者］蔡楠（Email：24��44�8@qq. com）。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1 年第 48 卷第 1 期- 1�4 -

◎

护
理
园
地◎

 N
ursing discussion

究探讨行为激活疗法对冠心病合并焦虑抑郁的护理

效果，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观察对象为 2018 年 1 月～2020 年 1 月 96
例冠心病合并焦虑抑郁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

察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

础上给予行为激活疗法。观察组男 28 例，女 20 例；

年龄 43～74 岁，平均（62.82±4.88）岁；对照组男

性 30 例，女性 18 例，年龄 45～72 岁，平均（63.55
±4.93）岁。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1）纳入标准：冠心病患者，病情稳定期，抑

郁自评量表（SDS）＞ 53 分、焦虑自评量表（SAS）

＞ 50 分；患者对护理方案知情同意；无脑血管疾病、

近期重大家庭变故等影响情绪事件；患者认知能力无

明显降低。（2）排除标准：冠心病发病前有抑郁症、

焦虑症病史；已接受或正在进行药物治疗或心理干

预；合并恶性肿瘤、肝肾功能衰竭等其他严重疾病。

1.�　方法

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密切观察心电图、心脏

功能变化，监测患者生命体征。避免不良心理刺激

以及紧张情绪，嘱咐患者身心放松，积极接受治疗。

多与家属、朋友以及医护人员交流，诉说心中苦闷，

提高其社会支持，缓解不良情绪。

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行为激活疗法，

共进行 4 周。（1）第一周：①建立信任：护士与患者

一对一交流，以倾听为主，了解患者基本情况，建

立良好的医患关系；②知识宣教：帮助患者了解冠

心病焦虑抑郁的成因及可能引发的危害，介绍行为

激活疗法内容及基本步骤；③基线评估：采用 SDS、

SAS 量表评估患者情绪现状，并教授患者、家属评

估方法。（2）第二周：（1）设置目标：护士根据上周

对患者情况的了解，针对性、个性化为患者制定近

期能够实现的生活目标。（2）安排行为作业：根据患

者具体情况而定，具备掌控感强、愉悦感强、易完

成、可操作性，诸如焦虑抑郁急性发作者进行渐进

性肌肉放松训练；老年、行动不便者进行棋牌游戏；

女性患者折纸、唱歌等；男性患者耐受基础上进行八

段锦、太极拳练习等；日常进行正念冥想练习。（3）

第三周：（1）情绪监测：第三周开始每天书写“情绪

日记”，有焦虑抑郁急性发作则当晚记录，无则空白，

日记内容包括日期、情景、行为表现、躯体症状以

及自觉原因。（2）强化练习：护士与患者共同对“情

绪日记”进行解析，总结焦虑、抑郁情绪发生事件、

事前诱因、规律性等，反思自己在情绪控制上的不

足并带着思考进行行为作业训练。（4）第四周：（1）

总结回顾：结合“情绪日记”向患者讲解情绪以及躯

体症状改善情况，解释行为作业的心理治疗机制，

增强患者治疗信心。（2）坚持训练：即使情绪改善良

好者，也建议其继续进行相关行为作业训练，以获

得远期“双心”康复。

1.4　观察指标

比较护理前后两组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

自评量表（SAS）［3］：两量表各包含 20 个条目，每个

条目根据严重程度或出现频率评分 0～4 分，得分越

高相应情绪越严重，总分 ×1.25 得到标准分，SDS

评分＞ 53 分、SAS 评分＞ 50 分表示具有临床意义

的抑郁或焦虑症状。西雅图心绞痛生活质量量表

（SAQ）［4］：包含活动受限、心绞痛发作情况、心绞痛

稳定情况、治疗满意度、疾病认知等个分量表，每

项均换算成百分制，得分越高相应生活质量越高。

1.�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0.00 软件，计量资料以 “x±s”表示，

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P<0.05 表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焦虑抑郁情绪比较

护理后两组 SAS 评分、SDS 评分均明显下降，

且护理后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两组焦虑抑郁情绪比较（x±s）

组别 时间 SAS评分 SDS评分

观察组（n=48） 护理前 56.72±4.87 59.33±7.21

护理后 20.88±3.01△▲ 24.22±4.86△▲

对照组（n=48） 护理前 57.08±4.22 58.96±7.12

护理后 29.84±4.18△ 31.87±5.34△

注：组间比较▲P<0.05，组内比较△P<0.05。

2.2　两组生活质量比较

护理后两组 SAQ 评分各维度均显著增加，且

护 理 后 观 察 组 活 各 项 评 分 均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组

（P<0.05），见表 2。

3　讨论

研究证实，焦虑抑郁均是冠心病患者不良预后

或恶性心脏事件的危险因素之一。焦虑、抑郁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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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作时患者可在静息状态下出现心跳异常、心悸、

肌肉紧张等躯体症状，严重者甚至加重心绞痛症状，

还有报道称，合并中重度抑郁症的冠心病患者心源

性死亡风险是非抑郁患者的 2.473 倍［5］。因此关注冠

心病患者心理健康水平，采取有效措施降低不良情

绪在提升其生活质量或疾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理后两组 SAS 评分、SDS

评 分 均 明 显 下 降 ， 且 护 理 后 观 察 组 低 于 对 照 组

（P<0.05），提示行为激活疗法在改善冠心病合并焦

虑抑郁患者不良情绪方面效果显著。许海莲等［6］认

为，在焦虑抑郁发生前，若能帮助控制消极思维能

够起到良好的预防效果，但是一旦发生具有临床意

义的不良情绪，那么必须改变行为，重拾有效生活

方式，改善不良情绪，这正是行为激活疗法的理论

指导。我们在夏云丹等［7］报道的 6 周行为激活疗法

治疗模式的基础上进行简化与改良，第一周主要建

立信任、知识宣教以及不良情绪的基线评估，拉近

医患关系保障护理措施的顺利进行，而且全面掌握

患者基本情况更有助于个性化、针对性行为训练措

施的构建与实施。第二周设置目标帮助患者建立信

心，个性化安排的行为作业训练是改善焦虑抑郁情

绪的关健所在，例如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有助于快

速缓解焦虑抑郁急性发作；正念冥想练习通过想象自

身处于美好环境中起到放松心情的作用；棋牌游戏

是提升社会支持水平，活跃情绪的重要方法等。记

录“情绪日记”一方面能够让医护全面了解患者不良

情绪产生的诱因、强度等，以便下阶段的强化训练，

患者也能从文字记录中感受自己的情绪变化，提高

疾病感知以及护理依从性。

本研究还发现，护理后两组 SAQ 评分各维度均

显著增加，且护理后观察组各项评分均显著高于对

照组（P<0.05），提示行为激活疗法通过降低焦虑、

抑郁情绪提升了患者生活质量。可能机制在于严重

的焦虑抑郁情绪能够促进交感神经系统兴奋，释放

血管紧张素 -II、盐皮质激素等不利于心脏功能的恢

复。而且不良情绪缓解能够降低血小板活性，内膜

黏附和聚集血小板减少，降低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血栓素 A2 水平，抑制动脉粥样硬化，因此观察组心

绞痛发作情况、心绞痛稳定情况等冠心病相关生活

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8］。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

于随访时间较短，样本量较小，今后将增加样本量，

延长随访时间再做深入讨论。

综上所述，行为激活疗法有助于降低冠心病合

并焦虑抑郁患者的不良情绪，同时提升心绞痛相关

生活质量，其护理措施简单、有效，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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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生活质量比较（x±s）

组别 时间 活动受 心绞痛发作情况 心绞痛稳定情况 治疗满意度 疾病认知

观察组（n=48） 护理前 61.23±5.98 64.34±4.82 59.72±4.98 70.34±7.21 53.72±4.81

护理后 80.84±6.04△▲ 85.67±4.90△▲ 79.74±5.01△▲ 90.12±8.23△▲ 78.22±6.22△▲

对照组（n=48） 护理前 61.08±5.86 63.94±5.15 60.02±4.87 70.26±7.19 54.08±4.70

护理后 72.84±6.78△ 76.81±5.03△ 69.83±4.98△ 85.22±6.22△ 69.84±5.08△

注：组间比较▲P<0.05，组内比较△P<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