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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冠状动脉成像对妊娠期冠心病患者情绪的影响

高红丽 、 秦文宇 、 郭艳利 、 黄庆燕

【摘要】目的　分析妊娠期合并冠心病患者应用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冠状动脉成像检查后情绪的变化。方法　将我院收治的 93 例妊娠期冠心病患者依据掷币法分

为常规检查组 46 例及 CT 成像组 47 例，CT 成像组患者给予冠状动脉成像检查，常规检查组患者

不进行 CT 冠状动脉成像检查，对比两组患者检查前后的情绪状态。结果　检查后同时间段对比显

示，CT 成像组自评抑郁量表（SDS）及焦虑自评量表（SAS）各维度评分及总分均高于常规检查组

（P< 0.05）。结论　CT 冠脉成像检查会促使妊娠期冠心病患者产生不良情绪，与患者对 CT 检查的认

知程度低、缺乏对应干预方法有关，检查前应进行积极的心理疏导及培训，提升患者认知程度，更

利于检查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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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CT coronary artery imaging on the mood state of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dur-
ing pregnancy　　GAO Hongli，QIN Wenyu，GUO Yanli，et al. Hebi People's Hospital，Hebi 458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hanges in mood status of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during preg-

nancy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Computed Tomography（CT）coronary artery imaging. Methods　Ninety-three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during pregnancy in our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routine examination group of 46 cases and 

CT imaging group of 47 cases according to the coin toss method. Patients in the CT imaging group were given coronary 

imaging examinations，while patients in the routine examination group were not undergoing CT coronary artery imaging. 

The mood status of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fter imaging examination. Results　Comparison of the same 

time period after the examination showed that the scores and total scores of all dimensions of the Self-Rating Depres-

sion Scale（SDS）and Self-Rating Anxiety Seale SAS（Self-Rating Anxiety Seale SAS）in the CT imaging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routine examination Group（P<0.05）. Conclusion　CT coronary artery imaging examinations 

can induce adverse mood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during pregnancy，which are related to the patients’ 

low awareness of CT examinations and lack of corresponding intervention methods. Activ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training should be carried out before the examination to improve patient awareness，then make the examination more 

conducive.

【Keywords】CT coronary artery imaging；Pregnancy；Coronary heart disease；Anxiety；Depression；Mental state

妊娠期心脏病是妊娠期常见疾病，而早期检查

是疾病的诊断治疗必不可少的步骤。电子计算机断

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检查是一种常用

的检查方式［1-2］，但处于妊娠期女性患者对于是否进

行 CT 检查往往存在较大的顾虑，部分患者因担心辐

射影响胎儿健康而自愿终止妊娠［3］。研究指出，妊

娠期患者行 CT 检查极易导致患者滋生焦虑、抑郁等

负面情绪，不利于疾病的诊疗，也影响妊娠过程［4］。

基于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比妊娠期冠心病患者是

否进行 CT 冠状动脉成像检查及患者情绪变化，探讨

CT 检查对妊娠期患者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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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25，选取 2018 年 3 月～2020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

妊娠期冠心病患者进行研究，纳入标准：①符合中华

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制定的冠心病诊断标准［5］；②

冠心病病程 >3 月；③孕周≥ 20 周；④患者对研究内容

知情，自愿参与，签署知情同意书；⑤检查前 SAS 焦

虑自评评分及 SDS 抑郁自评评分均 <50 分；⑥认知功

能佳。排除标准：①合并其他妊娠期如妊高症等疾病

者；②既往精神病史者；③入组前 1 月通过其他干预

方案或药物改善焦虑抑郁者；④妊娠前进行过 CT 检查

患者。将符合标准的 93 例患者通过掷币法进行分组，

CT 成像组患者 47 例，年龄范围为 23～33 岁，平均为

（28.29±2.05）岁；初产妇 25 例，经产妇 22 例；产次

1～3次，平均为（2.15±0.08）次；孕周 21～29周，平

均为（23.31±1.05）周；接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 3
例，高中 11例，专科及以上 33例。常规检查组 46例，

年龄范围为 22～34 岁，平均为（28.31±2.10）岁；初

产妇 26例，经产妇 20例；产次 1～3次，平均为（2.13
±0.10）次；孕周 21～28周，平均为（23.28±1.03）周；

接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 4 例，高中 9 例，专科及

以上 33 例。常规检查组及 CT 成像组患者一般资料对

比有可比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在住院治疗期间，常规检查组患者仅进行常规

实验室检查，在此期间不进行 CT 冠状动脉成像检

查，CT 成像组患者给予 CT 冠脉检查，检查前对患

者进行健康教育，讲解 CT 检查的利弊，并于入院时、

检查后即刻、检查后 7d、检查后 15d 及检查后 2 月

应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eale SAS）

评估患者焦虑情绪变化，通过自评抑郁量表（Self-

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评估患者抑郁情绪变

化，同时间段使用焦虑抑郁自评量表评估常规检查

组患者情绪变化，记录并进行对比。

1.3　观察指标

（1）抑郁情绪比较：通过 SDS 抑郁自评量表评

分进行评估，SDS 量表内共计 20 项内容，同时分为

躯体性障碍（第 2 项、4 项、5 项、6 项、7 项、8 项、

9 项、10 项内容）、精神性情感症状（第 1 项、3 项内

容）、抑郁的心理障碍（第 11 项、14 项、15 项、16
项、17 项、18 项、19 项、20 项内容）及精神运动

性障碍（第 12 项、13 项内容）四大维度，每项采用

1-4 分 4 级评分法进行评价，所得分数为粗分，各维

度最终得分 = 粗分 ×1.25，总分 = 躯体性障碍维度

标准分 + 精神性情感症状标准分 + 抑郁的心理障碍

标准分 + 精神运动性障碍标准分，分数越高提示患

者当前的焦虑情绪越严重；（2）焦虑情绪比较：依据

SAS-20 焦虑自评量表进行评估，可分为植物神经功

能紊乱（第 7 项、8 项、10 项、11 项、12 项、14 项、

15 项、18 项）、混合症状（第 5 项、16 项）、运动性

紧张（第 6 项、9 项、13 项、17 项、19 项、20 项）、

焦虑心情（第 1 项、2 项、3 项、4 项），该量表内评

分标准与 SDS-20 评分相同［6］。

1.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将本次研究内数据进

行统计处理，［n（％）］表示接受教育程度等计数资

料，等级资料进行秩和检验，组间比较应用 χ2 值进

行检验，（x±s）表示产次、孕周、情绪评分、症状评

分等计量资料，t 值检验结果，P<0.05 认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抑郁情绪比较

表 1 显示，两组患者入院时 SDS 总评分无统计

学意义（P>0.05），常规检查组患者在检查后各时间

段与入院时比较均无显著变化（P>0.05），CT 成像

组患者在检查后即刻、7d、15d 及检查后 2 月较入

院时明显提升，且高于同时段常规检查组患者水平

（P<0.05），见表 1。

2.2　焦虑情绪比较

检查后即刻、7d、15d 及检查后 2 月对比显示，

常规检查组患者 SAS 评分均较 CT 检查组患者水平低

（P<0.05），见表 2。

表1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段SD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入院时 检查后即刻 检查后7d 检查后15d 检查后2月

常规检查组 46 43.01±5.66 43.46±5.79 43.21±5.70 43.10±5.62 43.03±5.65

CT成像组 47 43.11±5.70 58.51±10.33* 56.61±9.98* 56.02±8.85* 49.01±3.39*

t 0.0849 8.6903 7.9719 8.4226 6.1729

P 0.9325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注：与同组内入院时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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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妊娠期心脏病是处于妊娠期的女性常见的疾病，

也是导致孕产妇在妊娠期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妊

娠期心脏病的发生与子宫增大、心脏负担提升、血

容量增多等因素均有着重要关联［7］，妊娠期冠心病

是其中较为常见的一种，CT 检查是当前临床上一种

较为常用的医学扫描检查技术，具有更高的诊断准

确率［8］。但是，处于妊娠期的冠心病患者由于担心

辐射对胎儿的影响，对于是否进行检查存在着较大

的疑问，而这种不确定心理是导致需要检查的患者

出现焦虑抑郁情绪的重要原因。妊娠期的患者的心

理健康与胎儿的健康发育成长有重要关联。近年来，

随着医学模式转变，临床上对于妊娠期患者的心理

健康关注程度越发重视，临床研究表明［9］，妊娠期

存在焦虑抑郁的孕产妇，不仅对患者自身及胎儿造

成严重影响，同时会导致孕产妇的分娩方式发生改

变，同时增加了产妇产后抑郁的发生率，对于产妇

及患者家庭的整体生活质量均造成严重影响［10］。

本研究表明，CT 成像组患者在进行检查后其

SAS、SDS 各维度评分及总分均较常规检查组患者水

平高，提示对处于妊娠期合并冠心病的患者应用 CT

冠脉成像检查会引起患者出现焦虑抑郁情绪，不利

于检查的进行及疾病的诊治。且患者在检查后 7d、

15d 及 2 月仍表现为情绪异常，提示因检查造成的

情绪异常并非一过性现象，会对患者的心理健康造

成长时间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CT 检查组患者

SAS 评分及 SDS 评分均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分析

认为，可能由于患者的注意力逐渐转移至他处及接

受认知教育有关。妊娠期冠心病患者在行 CT 检查

时出现焦虑抑郁情绪主要与以下因素有着重要关联，

①对疾病的认知程度较低，在患者的认知中，CT 检

查往往与辐射划等号，实际上，若想对孕产妇或者

胎儿造成影响，其辐射剂量往往需要达到 15 拉德，

而单次的 CT 检查机体的吸收剂量 <0.1 拉德。因此，

在对患者进行 CT 检查前，应先对患者进行 CT 知识

普及，使患者了解 CT 检查的利弊，尊重患者的选择。

本研究内所选择的孕妇均为孕周 >20 周患者，已过

了胎儿中枢神经系统发育敏感时期，此时进行检查

能够最大程度的降低对胎儿的影响［11］；②即使患者了

解 CT 的检查过程及知识，但在检查过程中如不能够

进行良好的配合仍会导致检查结果不理想，提升焦

虑抑郁发生率，在检查过程中，呼吸的配合对于检

查顺利的进行有着重要意义，吸气幅度、屏气时的

状态等均会对检查区域的成像造成影响，同时也是

导致检查失败的主要原因，同时良好的呼吸训练能

够有效调节患者机体的心率血压，改善机体的应激

状态，对于降低检查时焦虑抑郁的水平有着积极的

促进作用［12］，因此，在患者进行 CT 检查前，建议对

患者进行呼吸训练培训，既能够快速有效的完成检

查，又能够有效缓解患者检查时不良心理状态，减

低对患者及胎儿的影响。该研究主要针对妊娠期患

者行 CT 检查时情绪变化进行研究，不足之处在于未

观察情绪的变化对妊娠结局的影响；增加干预方案，

比如放松训练、呼吸训练等，观察情绪与 CT 检查成

功率、妊娠结局的关系是后续的研究方向。

综上所述，妊娠期冠心病患者行 CT 冠脉成像检

查会引起患者滋生焦虑抑郁情绪，导致患者出现精

神情感症状及躯体感觉症状，因此，进行检查前应

给予患者有效的心理辅导及呼吸训练，提升患者配

合程度，缓解患者不良情绪，更利于检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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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段SA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入院时 检查后即刻 检查后7d 检查后15d 检查后2月

常规检查组 46 43.13±5.70 43.46±5.79 43.56±5.83 43.50±5.86 43.41±5.76

CT成像组 47 43.10±5.69 58.51±10.33* 57.11±9.85* 56.85±8.98* 49.33±2.85*

t 0.0254 8.6903 8.0931 8.5077 6.2609

P 0.9798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注：与同组内入院时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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