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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脉搭桥手术后患者躯体不适与焦虑抑郁相关性分析

李　贺 、 冯世军 、 宋淑敏

【摘要】目的　探讨冠脉搭桥手术后患者躯体不适症状与焦虑抑郁的关系。方法　选取本院 2017

年 8 月～2019 年 5 月收诊的 130 例冠脉搭桥手术患者作为本研究的主体对象。观察 130 例冠脉搭桥

手术患者的症状调查量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及不适症状和不良情

绪间的相关性。结果　冠脉搭桥手术患者的躯体不适症状与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呈正相关。结论　冠

脉搭桥手术患者术后躯体不适症状越严重，不良情绪越多，应适时辅以心理指导及健康宣教等手段

进行对症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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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discomfort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after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LI He，FENG Shijun，SONG Shumin. Zhumadian Central Hospital in Henan 
Province，Zhumadian 46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discomfort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

tients after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Methods　A total of 130 patients undergoing coronary artery bypass surgery 

in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17 to may 2019 were selected and observ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hysical discomfort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130 patients undergoing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Results　The physical discomfort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Conclusion　The 

more serious the symptoms of physical discomfort and the more bad emotions of the patients after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the more appropriate psychological guidance and health education should be used to carry out symptomatic in-

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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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中病死率较高的疾病即为冠心病，

一般以冠状动脉搭桥术对其进行治疗，可减低患者

缺氧、缺血的情况［1］，提升患者的血液灌注，并对

其冠状动脉狭窄程度作有效改善。但手术后患者常

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并发症，如食欲下降、睡眠障碍

及疼痛等［2］，会相应增加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并会

对后续治疗配合度、治愈信心造成打击［3］。本文旨

在探讨冠脉搭桥手术后患者躯体不适症状与焦虑抑

郁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于 2017 年 08 月 26 日～2019 年 05 月

19 日期间收诊的冠脉搭桥手术患者 130 例作为主要

研究对象。入选标准：⑴首次实施冠脉搭桥手术，符

合手术指征，符合国际心脏病学会中有关冠心病的

标准［4］。⑵手术前、后未进行心理干预。⑶心智健

全。⑷临床未缺失相关病例资料。排除标准：⑴未

成年人或高龄（>70 岁）者。⑵严重大出血、肺栓塞

及心跳骤停等并发症者。⑶表达能力障碍。⑷同时

通过心脏瓣膜修复术进行治疗。130 例冠脉搭桥手

术患者中，55 例女性患者，75 例男性患者；年龄 45
岁～78 岁，平均（61.48±7.75）岁；文化水平：42 例

小学学历水平及以下，43 例初中学历水平，29 例高

中学历水平，16 例大专学历水平及以上。入组的冠

脉搭桥手术患者已完成知情同意书的签署流程。该

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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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症状调查表［5］：以 1993 年 Artinian 设计的心脏外

科症状调查表做好评测工作，共 20 项症状，单项症

状频率波动范围为 1-7 分，总分为 20 项共同得分，

总分高视作症状多且严重。

焦虑、抑郁情绪［6］：以焦虑自评量表（SAS）、抑

郁自评量表（SDS）评估患者焦虑抑郁情绪，两种量

表各包含 20 项问题，单项问题频率波动范围为 1-4
分，总分为 20 项共同得分，总分高视作焦虑、抑郁

症状严重。

待患者已签署相关同意书后，检测人员应为其

说明三种量表的实际作用、意义及后续对症干预的

效果，再由患者自行填写三种量表问卷，若患者手

部不便或文化水平过低，则应由检测人员根据其口

述答案作相应填写，评测时间大约在四十分钟左右。

若患者抑郁、焦虑症状两项量表的评分均 >50 分，

应对其心理障碍出现的原因进行详细了解，以为后

续诊治工作夯实基础。

1.3　统计学处理

以 SPSS 21.0 软件处理，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以（x±s）表示。以多因素回归性（Logistic）

分析检验患者不适症状和不良情绪间的相关性；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冠脉搭桥手术患者症状调查量表评分

130 例冠脉搭桥手术患者的额外症状主要为头

痛；相对常见的症状主要包括腹泻、呕吐恶心、小

便困难、手臂麻木、胸前疼痛、心悸、胀气、便秘、

缺乏食欲及劳累；最为常见症状则包括体温上升、心

绞痛、头晕、气促、手臂疼痛、肩背疼痛、睡眠障碍、

腿切口痛及胸切口痛等，见表 1。

2.2　冠脉搭桥手术患者的 SAS、SDS 评分

130 例冠脉搭桥手术患者的抑郁症状分值最低

为（43.75±7.27）分，最高为（58.56±9.87）分；焦

虑症状分值最低为（42.18±6.22）分，最高为（59.25
±9.70）分，见表 2。

2.3　冠脉搭桥手术患者抑郁焦虑情绪与不适症

状的相关分析

以症状调查量表总分为自变量，SAS、SDS 平均

分值为因变量进行 Logistic 分析，经分析，冠脉搭桥

手术患者抑郁焦虑情绪与其躯体不适症状存在正相

关性，见表 3。

表1　冠脉搭桥手术患者症状调查量表评分

症状
症状调查表各项得分详情

N 标准偏差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腹泻 65 0.63708 1.1824 4.00 1.00

体温上升 65 0.97519 1.5166 5.00 1.00

呕吐恶心 65 0.91184 1.5574 4.00 1.00

头痛 65 0.72419 1.7824 3.00 1.00

小便困难 65 0.92167 1.8166 4.00 1.00

心绞痛 65 0.70916 1.5527 5.00 1.00

手臂麻木 65 0.92167 1.9164 4.00 1.00

胸前疼痛 65 0.93143 1.9132 4.00 1.00

心悸 65 0.81405 2.0442 4.00 1.00

胀气 65 0.82584 2.1812 4.00 1.00

头晕 65 1.12331 2.5163 5.00 1.00

气促 65 1.12373 2.6129 5.00 1.00

便秘 65 0.71871 2.3817 4.00 1.00

手臂疼痛 65 1.14162 2.4175 5.00 1.00

缺乏食欲 65 0.73725 2.4419 4.00 1.00

肩背疼痛 65 0.97117 2.6735 5.00 1.00

劳累 65 0.92357 2.6718 4.00 1.00

睡眠障碍 65 1.23851 3.1217 6.00 1.00

腿切口痛 65 1.33254 3.1814 5.00 1.00

胸切口痛 65 1.32736 4.2341 7.00 1.00

总分 - 8.70372 47.7231 90.00 20.00

表2　观察冠脉搭桥手术患者的SAS、SDS评分（x±s，分）

- 例数 分值 抑郁症状评分 焦虑症状评分

冠脉搭桥手术患者 130 最低 43.75±7.27 42.18±6.22

最高 58.56±9.87 59.25±9.70

平均 52.75±8.42 51.39±7.23

表3　冠脉搭桥手术患者抑郁焦虑情绪与不适症状的相关分
析

项目 95％CI OR P Wald S. E β

抑郁 0.183-0.928 0.059 0.029 4.174 1.522 3.451

焦虑 3.123-0.134 0.042 0.011 4.929 1.489 3.270

3　讨论 
冠心病是一种心内科常见病，主要症状包括

呕吐、突感心前区疼痛、发热、压榨痛、出汗、心

悸、恶心及乏力等［7］，情绪激动、季节变化、家族

史、年龄、饮酒史、吸烟史、性别等均为其发病因

素［8］，一旦控制不当，猝死风险极大。各大医院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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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冠脉搭桥手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对冠心病

患者进行治疗，可连接患者主动脉与狭窄冠状动脉

远端，对其心肌血液供应进行改善，可短期内恢复

患者的心脏功能。但冠脉搭桥手术结束后，常会致

使患者出现各项并发症 ［9］，相对常见的症状主要包

括腹泻、呕吐恶心、小便困难、手臂麻木、胸前疼

痛、心悸、胀气、便秘、缺乏食欲及劳累，最为常

见症状则包括体温上升、心绞痛、头晕、气促、手

臂疼痛、肩背疼痛、睡眠障碍、腿切口痛及胸切口

痛等，强烈应激反应下必然会影响患者的内心状态，

继而导致患者出现抑郁、焦虑等情绪［10］。本研究结

果显示：130 例冠脉搭桥手术患者的不适症状总分均

值为 47.7231；冠脉搭桥手术患者焦虑症状评分均值

为（51.39±7.23）分，抑郁症状评分均值为（52.75±

8.42）分；以症状调查量表总分为自变量，SAS、SDS

平均分值为因变量进行 Logistic 分析，经分析，冠脉

搭桥手术患者抑郁焦虑情绪与其躯体不适症状存在

正相关性。提示冠脉搭桥手术患者术后存在躯体不

适症状及焦虑抑郁情绪，且不适症状越多，患者焦

虑抑郁情绪越明显。出现该结果的原因可能包括以

下四点：①手术费用较高，家庭负担较重［11］；②活动

能力欠缺，难以正常生活与工作；③耐受围手术期症

状的能力较差；④担忧手术效果效果。以上问题本

身就可增加患者负性情绪，而抑郁情绪出现后，会

促使患者的治愈信心减低，产生病情难以恢复的念

头，悲观、失望的情绪较多，会进一步影响其依从

性及手术预后质量；焦虑情绪出现后，则会对患者的

血管紧张素系统（血液内肾素）分泌进行增加，对其

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进行激活，应激反应下可对

患者的心肌耗氧量、心率及血压水平造成不良影响，

增加患者的心血管不良事件，进而影响患者康复。

故针对以上情绪，医护工作者需通过心理沟通、鼓

励关切、健康宣教、人文关怀等干预手段，对其行

有效护理，以打断负面情绪与其不适症状间的关联，

最终达到提升患者整体康复效果及预后安全性的目

的。此结论与费忠化，刘宏生，张春英，等［12］学者

的文中结论大致相同。

综上所得，冠脉搭桥手术患者术后的抑郁焦虑

情绪与其躯体不适症状存在正相关，医护工作者需

尽早针对患者的情绪症状、躯体不适症状进行改善，

有利于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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