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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减压疗法对冠心病合并高血压患者睡眠质量、心理状态及心血管事件
发生率的影响

杨海鸿 1 、 王　静 2 、 任月霞 1 、 杜娟娟 1 、 杨巧芳 2 

【摘要】目的　探讨正念减压疗法对冠心病合并高血压患者睡眠质量、心理状态及心血管事件发

生率的影响。方法　纳入 2018 年 12 月～2019 年 12 月期间我院接诊的 113 例冠心病合并高血压患者

作为本次研究对象，随机抽签法分为两组，对照组 56 例患者接受常规干预，研究组 57 例患者在常

规干预基础上加用正念减压疗法，比较两组患者失眠质量、心理状态及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心律

失常等心血管事件的发生情况。结果　干预后，两组患者 SPIEGEL 睡眠评分明显降低，且研究组低

于对照组（P< 0.05）；两组患者 SAS 评分及 SDS 评分均明显降低，且研究组患者 SAS 评分及 SDS 评分

较对照组更低（P< 0.05）；研究组患者收缩压、舒张压水平低于对照组，心血管事件发生率较对照组

更低（P< 0.05）。结论　正念减压疗法能稳定冠心病合并高血压患者血压水平，减轻患者负面情绪，

改善睡眠质量，减少心血管时间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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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mindfulness decompression therapy on sleep quality，mental state and incidence of car-
diovascular events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hypertension　　YANG Haihong，WANG Jing，
REN Yuexia，et al. Cardiovascular Internal Medicine，Hen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Huazhong Fuwai Hospital，
Huazhong Fuwai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mindfulness decompression therapy on sleep quality，mental 

state and incidence of cardiovascular events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hypertension. Methods　From 

December 2018 to December 2019，113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hypertension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56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intervention，and 57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mindfulness decompression therapy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intervention. 

The quality of insomnia，mental state，and occurrence of cardiovascular events such as myocardial infarction，heart 

failure，and arrhythmia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The SPIEGEL sleep 

score in both of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and the score in study groups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AS score and SDS score in both of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and the score in 

study groups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ystolic and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level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incidence of cardiovascular events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Mindfulness decompression therapy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negative 

psychological emotions of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hypertension，improve patients' sleep therapy，and 

reduce the risk of cardiovascular events.

【Keywords】Mindfulness decompression therapy；Coronary heart disease with hypertension；Sleep quality；Mental 

state；Cardiovascular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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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是临床常见心血管疾病，临床主要表现

为心肌梗死、心绞痛及心功能降低等症状
［1］。高血压不仅是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常

常与冠心病一起存在。冠心病合并高血压长会导致

患者出现睡眠问题，影响患者情绪，这些反过来又

会影响血压、心率及呼吸频率，导致心血管突发事

件［2］。鉴于此，本研究对冠心病合并高血压患者实

施正念减压疗法，旨在分析正念减压疗法对患者睡

眠质量、心理状态及心血管事件发生率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 2018 年 12 月～2019 年 12 月期间我院接诊

的 113 例冠心病合并高血压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

随机抽签法分为两组。纳入标准：两组患者均符合冠

心病合并高血压诊断标准［3］，同时符合失眠诊断标

准［4］，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及家属对本研

究知情并自愿参与完成本研究。排除标准：排除其他

原因引起的失眠者，排除合并精神疾病者，不能配

合完成研究者等。对照组 56 例，男女比例 29：27；

年龄 53～76 岁，平均（64.56±2.18）岁；病程 1～4
个月，平均（2.31±0.65）个月。研究组 57 例，男女

比例 28：29；年龄 55～75 岁，平均（64.73±2.03）岁；

病程 1～3 个月，平均（2.19±0.73）个月。两组患者

基线资料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干预，包括指导患者健康

饮食，疏导患者不良心理，规律作息时间，规律用

药等。

研究组患者在常规干预基础上加用正念减压训

练，步骤如下：（1）护理人员通过手册、图片、视

频等凡是对患者讲解正念减压疗法的相关知识，让

患者充分了解正念减压疗法，并对其产生兴趣。（2）
嘱患者坐位，调整腹式呼吸，将注意力集中于鼻尖，

用心去体会气流穿过鼻腔的感受，体会腹部微微隆

起的感觉。（3）患者坐位，复习正念呼吸，然后微闭

双眼，让患者在音频指导下，用心去扫描身体，从

足部开始，去仔细感受身体每个部位，从下到上。

（4）让患者重温身体扫描方法，同时指导患者以正

念减压疗法的方法去处理生活中事物，另外协助患

者进行冥想训练，指导患者去用心体会情绪的产生、

消失等变化。（5）协助患者重温冥想训练，重温正念

减压疗法，让患者学会如何应用冥想训练及正念减

压疗法去处理在生活中所遇到的难题。正念减压训

练每次训练 45min，每天进行一次，每周进行 6 次，

休息 1 天，持续训练 8 周。

1.3　观察指标

（1）采用 SPIEGEL 睡眠量表评价患者睡眠质

量，主要从入睡时间、总睡眠时间、夜醒次数、睡

眠深度、夜间做梦、醒后感觉等 6 个方面评价患者

睡眠质量，每个方面采用 0、1、3、5、7 分 5 级评

分法，得分越低提示患者睡眠质量越好。（2）采用焦

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价患者

焦虑、抑郁等心理状态，两个量表各由 20 条题目组

成，采用 1～4 分 4 级评分法，得出粗分乘以 1.25 取

整数为标准分，50 分以下为正常，50 分以上得分越

高提示焦虑、抑郁越严重。（3）两组均于干预前后监

测患者舒张压、收缩压水平，连续监测 3 次，取均

值。（4）记录两组患者发生心血管事件的例数，计算

心血管事件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将本文数据导入 SPSS21.0 软件进行分析比较，

计数资料（n，％）表示，χ2 检验；计量资料用（x±s）
表示，采用 t 检验，P<0.05 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SAS 评分及 SDS 评分

干预后，两组 SAS 评分及 SDS 评分均明显降低，

且研究组 SAS 评分及 SDS 评分较对照组更低，组间

比较差异有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SAS评分及SD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SAS评分 SDS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研究组 57 60.11±5.70  44.70±4.31* 57.88±5.53 42.06±4.15*

对照组 56 59.84±5.95 52.16±5.06* 58.05±5.71 53.03±5.32*

t - 0.2463 8.442 0.1608 12.2339

P - 0.4029 0.0000 0.4363 0.0000

注：*：与组内干预前比较，P<0.05。

2.2　SPIEGEL 睡眠评分

干预后，两组患者 SPIEGEL 睡眠评分明显降低，

且研究组 SPIEGEL 睡眠评分较对照组更低，组间比

较差异有意义（P<0.05），见表 2。

2.3　血压水平

干预前，两组患者血压水平比较无明显差异

（P>0.05），干预后两组血压水平明显降低，且研

究组较对照组更低，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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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血压水平比较（（n=56），mmHg）

组别 n
收缩压 舒张压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研究组 57 161.48±16.34 128.32±12.06* 102.17±10.06 85.42±8.13*

对照组 56 161.70±16.11 141.75±14.51* 101.88±10.41 96.84±9.71*

t 0.0721 5.3546 0.1506 6.7833

P 0.9427 0.0000 0.8806 0.0000

注：与组内干预前比较，*P<0.05。

2.4　心血管事件发生率

干预后，对照组患者心血管事件发生率高于研

究组，差异有意义（P<0.05），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干预后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比较（n，％）

组别 n
心肌 
梗死

心力 
衰竭

心源性
休克

心绞痛
心律 
失常

总发生率

研究组 57 0（0.00）0（0.00）0（0.00）1（1.75）2（3.51） 3（5.26）#

对照组 56 2（3.57）1（1.79）1（1.79）4（7.14）5（8.93）13（23.21）

注：#：与对照组进行对比，χ2=7.4892，P<0.05。

3　讨论

冠心病发病率不断提升，且发病年龄逐渐趋于

低龄化，高血压是冠心病独立危险因素，高血压患

者发生冠心病的概率是非高血压患者的 3 倍以上［5］。

冠心病与高血压联合发病危害更大，治疗难度更高，

且受疾病长期困扰导致患者睡眠质量降低、入睡困

难、易醒，甚至发展成失眠症，患者长期受失眠、

疾病的双重困扰，导致出现焦虑、烦闷、抑郁等不

良情绪，降低患者治疗依从性，同时失眠症还能影

响患者心率、呼吸及血压的稳定，诱发心血管事件

的发生［6］。研究显示，失眠症能引起神经内分泌及

内皮细胞的紊乱，增加血压波动幅度，使血压不稳

定，进一步加重高血压对靶器官的损害，从而诱发

心脑血管事件［7］。因此，积极改善患者睡眠质量，

减轻焦虑、抑郁、烦闷等不良心理状态，对冠心病

合并高血压患者的预后具有积极意义［8］。

以往对于失眠症的治疗主要以药物为主，但这

种治疗存在不良反应，使患者醒后身体疲乏，头脑

不清醒［9］。鉴于此，本研究对冠心病合并高血压患

者实施正念减压疗法，正念减压疗法又叫正念冥想，

是正念训练的一种类型，其强调通过正念冥想学习

来减轻患者生理、心理及精神失常的痛苦，让患者

持以可以接受而非批判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的情绪、

感受、疼痛及行为，并以此来改变患者想象模式和

行为模式，其目的在于减轻患者不良情绪，调节自

我情绪管理，调整睡眠状态。

受冠心病、高血压疾病的影响，加之长期失眠的

困扰，导致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负面心理情绪，如焦

虑、烦躁、抑郁等，这种负面心理情绪不仅影响患者

今后的治疗依从性，还可增加患者精神压力，进一步

加重失眠，形成恶性循环［10］。而正念减压疗法是以正

念禅修处理压力、疼痛和疾病，其本质是用来缓解压

力的一套严格、标准的训练课程，其能够通过正念冥

想训练，让患者用心去扫描自身的每个部位，并仔细

感受每个部位，感受自身情绪的产生、消失变化，显

著提高患者注意力，且长期正念冥想训练能够提升患

者正念水平，而提升的正念水平又能在日后的正念训

练中发挥重要作用，进一步改善患者主观情绪体验，

这可能是正念训练改善患者睡眠状况的心理机制。本

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后研究组患者 SPIEGEL 睡眠评

分、SAS 评分及 SDS 评分低于对照组，收缩压、舒张

压水平低于对照组，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表明正念减压疗法能够有效稳定冠心病合并高血压患

者血压水平，缓解焦虑、抑郁等心理情绪，改善患者

睡眠质量，减少心血管事件的发生。Levin ME 等［11］研

究与本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选取样本

量较少，观察周期较短。

综上所述，正念减压疗法能稳定冠心病合并高

血压患者血压水平，减轻患者负面情绪，改善患者

睡眠质量，减少心血管事件发生。

表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SPIEGEL睡眠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入睡时间 总睡眠时间 夜醒次数 睡眠深度 夜间做梦 醒后感觉

研究组（n=57）
干预前 5.96±0.97 6.43±0.82 6.02±0.70 5.78±0.93 5.90±0.71 5.58±0.81

干预后 1.14±0.32ab 1.20±0.35ab 1.03±0.26ab 0.80±0.22ab 0.77±0.24ab 0.70±0.23ab

对照组（n=56） 干预前 6.10±0.89 6.35±0.93 5.88±0.85 5.91±0.82 5.84±0.79 5.65±0.75

干预后 4.18±0.58a 4.40±0.64a 4.04±0.51a 3.84±0.59a 3.86±0.55a 3.48±0.50a

注：a：与组内干预前进行对比，P<0.05，b：与对照组干预后进行对比，t =34.5775，33.0536，39.6267，36.4119，38.823，38.0784，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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