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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护理干预对慢性心衰患者焦虑抑郁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李红梅 、 李方敏 、 杨铭霞

【摘要】目的　评价慢性心衰患者实施整体护理干预对于患者焦虑、抑郁评分及生活质量评分影

响。 方法　通过随机抽样法选择 2017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间收治 260 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依据患

者入院先后顺序依次分为参照组（n=130）与整体组（n=130）。参照组患者均予以常规护理干预；整

体组患者均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结合予以整体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后依从性，护理前后焦虑、

抑郁症状评分及生活质量评分、心功能情况。结果　整体组患者护理后的依从率比参照组患者更

高（P< 0.05）；整体组患者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参照组患者更高（P< 0.05）；护理前两组患者 HAMA、

HAMD 评分比较无显著差异（P> 0.05）；护理后整体组患者 HAMA、HAMD 评分比参照组相比均更低

（P< 0.05）。护理干预后，参照组心功能指标左室射血分数高于对照组，左室舒张末径低于对照组

（P< 0.05）。结论　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采取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结合整体护理干预有助于提高患者

的治疗依从性，降低焦虑、抑郁情绪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患者的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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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holistic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anxiety，depress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LI Hongmei，LI Fangmin，YANG Mingxia.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holistic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anxiety，depress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Methods　260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between January 2017 and 

Dec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reference group（n=130）and the overall group（n=130）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admission. Patients in the reference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patients in the overall group 

received holistic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The compliance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after 

nursing，the scor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quality of life score and cardiac function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compliance rate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s in the overall group after nurs-

ing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reference group（P<0.05）；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HAMA 

and HAMD scores between two groups before nursing（P>0.05）. After nursing，the HAMA and HAMD scores in the 

overal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reference group（P<0.05）.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the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of the heart function index of the reference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left ventricular end diastolic diameter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For pa-

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taking holistic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care can help improve their 

compliance with treatment，reduce their anxiety and depression，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and improve 

their heart functions.

【Key words】Holistic nursing intervention；Chronic heart failure；Anxiety and depression；Quality of life

［基金项目］河南省医学科技攻关计划联合共建项目（编号：LHGJ20190502）。

［作者工作单位］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开封，475000）。

［第一作者简介］李红梅（1981.01-），女，河南济源人，本科，主管护师，研究方向：心衰患者的心理护理。

［通讯作者］杨铭霞（Email：lhm5661559@126. com）。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1 年第 48 卷第 3 期- 572 -

◎

护
理
园
地◎

 N
ursing discussion

慢性心力衰竭是一类由原发性心肌损害、心脏

过度负荷等因素导致的心室充盈及射血能力受损的

疾病［1］。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治疗主要以药物为

主，但治疗药物的副作用相对较大且多数患者为老

年患者，此类患者难以准确的按照医嘱要求用药，

最终导致治疗效果下降，心衰的复发率升高，严重

威胁患者的生命［2-4］。因此，在进行规范化药物治疗

的同时配合护理干预措施有助于提高患者治疗依从

性和患者的生活质量［5-8］。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线资料

通过随机抽样法选择 2017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间收治 260 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依据患者

入院先后顺序依次分为参照组（n=130）与整体组

（n=130）。纳入患者均经临床诊断慢性心衰，研究

排除合并其他心脏疾病患者，排除恶性肿瘤疾病或

合并精神障碍患者。参照组男女比例 72：58，患者

年龄范围 47～76 岁，平均（61.4±4.7）岁，患者病

程 1～12 年，平均（5.7±1.3）年，本组包括心功能

Ⅰ级 30 例、Ⅱ级 78 例、Ⅲ级 22 例；整体组男女比

例 75：55，患者年龄范围 46～74 岁，平均（61.8±

5.0）岁，患者病程 1～12 年，平均（6.1±1.4）年，

本组包括心功能Ⅰ级 32 例、Ⅱ级 75 例、Ⅲ级 23 例。

纳入两组患者基线资料对比无明显差异，患者均于

入组前签署知情权同意书。

1.2　方法

参照组患者均予以常规护理干预：包括进行常

规入院宣教、用药指导与饮食护理等。

整体组患者均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结合予以整体

护理干预：（1）强化沟通。护理人员与患者进行有

效沟通时与患者建立起良好护 - 患关系，注意沟通

过了理解患者，对患者存在的疑问进行解释，使患

者信任护理工作并主动配合护理。（2）心理疏导：慢

性心力衰竭患者受疾病长期影响可能担忧病情进展，

并表现为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护理人员需告知

患者，接受针对性护理干预措施对于促进患者病情

恢复具有积极意义，使其保持乐观、积极心态面对

治疗，同时邀请治疗成功案例现身说法，为患者提

供战胜疾病的信心。可采取团体干预和个体干预 2
种形式，其中团体为每周开展 2 次，每次 30min；个

体时间相对灵活，可依据患者情况适时开展。（3）

加强病情监测：护理人员需及时监测患者脉搏、呼

吸、体温、血压以及氧饱和度等数据指标，注意观

察患者各项生命体征的变化，要求护理人员需加强

照看，注意观察患者各项指标情况，便于第一时间

了解患者病情变化并及时干预；（4）健康宣教：护理

过程告知患者慢性心力衰竭疾病知识，告知患者疾

病相关注意事项，加强患者日常自我管理与保护的

意识。（5）加强生活护理：护理人员对患者日常生活

行为进行评分，发现其中存在不利病情的习惯与行

为，及时告知患者并进行改正，同时加强患者营养，

要求每日适量进行体能锻炼以促进免疫力的增强；日

常注意驱寒保暖，并避免受累、受凉等，注意保持

情绪稳定与二便通畅。

 两组患者均接受为期 2 个月的护理干预。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后依从性，护理前后焦虑、

抑郁症状评分及生活质量评分情况。护理依从性采

用本院自设护理依从性调查评分表，该表评价结果

分为完全依从、依从与不依从 3 等级，完全依从：干

预过程患者能完全遵循医嘱内容，规范用药；依从：

干预过程患者遵循医嘱内容但仍存在用药不规范行

为；不依从：干预过程患者不遵医嘱内容用药；整体

依从率 = 完全依从率 + 依从率。焦虑、抑郁症状评

分通过汉密尔顿焦虑评分量表（HAMA）、汉密尔顿

抑郁量表（HAMD）评分，以分值越高表示焦虑、抑

郁程度相对越严重；生活质量应用本院自设患者生活

治疗评分问卷，评分项目包括焦虑状态、抑郁状态、

生活限制与活动限制等项目，单项评分满分 25 分，

以评分越高表示患者生活质量越低。观察两组心功

能恢复情况，包括左室射血分数高于对照组，左室

舒张末径。

1.4　统计学方法

通过 SPSS20.0 统计学软件包分析处理数据，患

者护理依从性采用百分率形式描述，对比行 χ2 值检

验；患者各评分数据以均值 ± 标准差形式描述，对比

行 t 检验；并以 P<0.05 表示数据差异存在统计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后依从率对比

整体组患者护理后整体依从率相比参照组患者

明显更高（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护理后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整体组患者患者生活质量评分相比参照组患者

明显更高（P<0.05），见表 2。

2.3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负性情绪评分对比

护理前两组患者 HAMA、HAMD 评分比较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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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差异（P>0.05）；护理后整体组患者 HAMA、

HAMD 评分与参照组相比均明显更低（P<0.05），见

表 3。
表1　两组患者护理后依从率对比 ［n（％）］

分组 例数 完全依从 依从 不依从 整体依从率

参照组 130 66（50.77） 43（33.08） 21（16.15） 109（83.85）

整体组 130 108（83.08） 20（15.38） 2（1.54） 128（98.46）

χ2 - - - - 17.219

P - - - - <0.05

表2　两组患者护理后生活质量评分对比（x±s，分）

分组 例数 焦虑状态 抑郁状态 生活限制 活动限制

参照组 130 19.2±2.4 20.6±1.7 23.1±2.5 19.7±2.2

整体组 130 12.0±1.6 13.3±1.6 16.8±2.0 12.3±1.5

χ2 - 28.460 35.653 22.436 31.687

P - <0.05 <0.05 <0.05 <0.05

表3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负性情绪评分对比（x±s，分）

分组 例数 时间 HAMA量表 HAMD量表

参照组 130 护理前 24.33±3.31 25.38±3.01

护理后 15.56±2.15 17.42±2.29

整体组 130 护理前 24.27±3.20 25.61±3.28

护理后 7.73±1.79* 10.43±2.14*

*与参照组相比，P<0.05

2.4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心功能水平对比

在护理干预后，参照组心功能指标左室射血分

数高于对照组，左室舒张末径低于对照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心功能水平对比（x±s）

分组 例数 左室舒张末径（mm） 左室射血分数（％）

参照组 130 55.22±4.57 45.22±6.17

整体组 130 50.24±4.72 57.48±8.52

t - 8.643 13.288

P - 0.000 0.000

3　讨论

慢性心力衰竭对患者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均造

成严重威胁。由于慢性心力衰竭病程长，患者在治

疗过程往往难以保持乐观、平和态度，容易产生焦

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导致患者对治疗消极、失去

信心，降低治疗依从性，影响预后［9-11］。目前对于

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治疗主要以药物保守治疗为主，

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提升以及对于治疗需求的提高，

患者治疗模式也逐渐过渡为促进健康、改善患者生

活条件以及提升生活质量等治疗干预模式。因此，

在当前针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治疗过程护理配合

也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和重视［12］。通过采取针对性

护理措施有助于提高患者对于治疗干预的依从性，

并能降低负性情绪、改善患者生活质量［13-15］。

本研究发现，整体组患者护理后整体依从率

相比参照组患者明显更高；整体组患者患者生活质

量评分相比参照组患者明显更高；护理前两组患者

HAMA、HAMD 评分比较无显著差异；护理后整体组

患者 HAMA、HAMD 评分与参照组相比均明显更低。

在护理干预后，参照组心功能指标左室射血分数高

于对照组，左室舒张末径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说明整体护理干预措施可减轻

患者负性情绪反应、提高治疗依从性与生活质量。

考虑与整体化护理措施可从患者身心方面进行干预，

促进患者对疾病的认知，增强治疗信心，患者在护

理过程中能受到更好的指导干预，进而减少负性情

绪并提高生活质量。鉴于本次随访期限较短，加之

样本量有限，尚无法明确整体护理干预对患者远期

机体状况的影响，需进一步进行深入探讨。

综上所述，临床针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采取在

常规护理基础上结合予以整体护理干预有助于提高

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降低焦虑、抑郁情绪并提高

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新功能，该护理干预方法具有

临床推广与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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