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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干预对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的影响

张渝萍 、 张　颖 、 刘　晓 、 曾小平 、 李卫东

【摘要】目的　探讨心理护理干预在急性冠脉综合征护理中的运用效果。方法　收集 2013 年 9

月～2014 年 12 月我院心内科收治并确诊的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 82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成对

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41 例。对照组给予院内常规护理，观察组则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心理护

理干预，比较两组患者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生活质量量表（QOL）评分及

依从性的差异。结果　两组患者实施个护理干预前 SAS、SDS 和 QOL 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 0.05）。护理干预后两组 SDS 和 SAS 评分均降低，QOL 评分及均升高，治疗依从性均改

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且护理后观察组上述指标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 0.05）。结论　心理护理干预能显著改善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有效提高其

生活质量及依从性，具有重要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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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atients with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ZHANG Yuping， ZHANG Ying， LIU Xiao， et al. Ya'an People's Hospital of Sichuan Province， Ya'an 625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Methods　A total of 82 cases of patients with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in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

ber 2013 to December 2014 were col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41 cases）and the control 

group （41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based on the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 Compared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AS）， quality of life（QOL）and compliance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SAS，SDS and QOL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P>0.05）.After intervention，

the scores of SAS and SDS were lower and the score of QOL was higher，also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in both the two 

groups than bofore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nwhile the indexes mentioned abov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all the differences abov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Psycho-

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compliance. It has important clinical value. 

【Key words】Acute coronary syndrome；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Effect

急性冠脉综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

是临床较为多见的一种心血管综合征，以起病迅速，

病情进展较快且较为严重为特点。多数病患因病情

的反复发作，较易产生焦虑、抑郁、恐惧等不良情绪，

且这些不良情绪能明显改变患者的依从性，进而降低

临床疗效和患者生活质量，以抑郁情绪尤为显著［1］。

本研究旨在通过研究心理护理干预在 ACS 护理中的

运用效果及对患者焦虑抑郁情绪与生存质量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病例来源于我院心内科 2013 年 9 月 ~2014 年 12
月收治确诊的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 82 例。纳入标准：

 ［基金项目］16ZB0228，NLRP3 在非压力超负荷导致心肌重构中的机制研究。

［作者工作单位］四川省雅安市人民医院（雅安，625000）。

［第一作者简介］张渝萍 (1967.11-)，女，四川遂宁人，大学本科，主管护师，研究方向：急诊临床护理。

［通讯作者］张渝萍（Email：235146225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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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给予院内常规护理，包括指导用药、监

测生命体征、饮食与生活指导等，观察组则在对照

组的基础上给予心理护理干预［3］，具体如下：

1.2.1　评估与信任：患者入院后由专门护理人员

与其进行良好沟通，并结合客观评定法、观察法等

对其心理进行评估，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心理护理。

在评估时需得到病患与其家属的同意与支持，并最

大可能获取病患准确心理状况信息，同时工作人员

态度需真诚，促使病患更多地依赖护理工作人员，

从而缓解病患紧张心理。

1.2.2　健康教育：给患者讲解急性冠脉综合症

相关的知识，使其对自身所患疾病的诊疗、病情发

展与改善以及预后均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认识，缓解

因疾病以及相关操作所产生的紧张、焦虑、抑郁等

不良情绪，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并积极恢复健康

的信心。给予患者家属必要的健康教育，指导其在

陪伴患者过程中尽量保持稳定情绪，从而避免家属

因悲伤、恐惧等情绪影响到患者增加其心理负担。

1.2.3　有效沟通与交流：对患者存在的不良情

绪做及时、个性化疏导。采取多种患者易懂的方式

进行宣传教育，以减轻患者因缺乏疾病相关知识而

引起的恐惧、紧张等心理。多与患者进行交流，并

与其一起分析不良情绪产生的原由；同时进一步促进

①纳入研究的患者符合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医学会对

ACS 的诊断标准［2］；②患者自愿参与本研究，并在知

情同意书签名确认。排除标准：①存在痴呆、精神疾

病者；②肝、肾等重要器官功能存在严重障碍者。将

82 例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

组各 41 例患者。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

组间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

表 1）。

表1　两组基线资料组间比较

项目 观察组（n=41） 对照组（n=41） t /χ2 P

性别（例） 0.453 >0.05

女 16 18

男 25 23

年龄（岁） 69.83±1.92 69.95±1.85 -0.677 >0.05

疾病类别（例） 0.261 >0.05

急性ST段抬高性心肌梗死 17 18

急性非ST段抬高性心肌梗死 14 15

不稳定型心绞痛 10 8

心理状况评分

SDS（分） 65.14±8.26 64.91±8.72 0.125 >0.05

SAS（分） 60.17±9.15 59.58±8.63 0.391 >0.05

生活质量评分

情绪功能（分） 1.17±0.27 1.15±0.23 0.315 >0.05

角色功能（分） 1.19±0.29 1.23±0.30 -0.615 >0.05

社会功能（分） 1.36±0.35 1.39±0.23 -0.452 >0.05

身体功能（分） 1.66±0.41 1.61±0.46 0.518 >0.05

总体生活质量（分） 5.53±1.14 5.43±1.27 0.379 >0.05

依从性优良率［n（％）］ 30（73.17） 31（75.61） 0.064 >0.05

优 15（36.59） 15（36.59）

良 15（36.59） 16（39.02）

可 6（14.63） 4（9.76）

差 5（12.20） 6（1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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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家属与患者的有效沟通与交流，积极缓解患者

不良情绪，增强并巩固其治疗的信心。

1.2.4　成功案例的激励：多向患者介绍成功案

例，并邀请其为观察组患者介绍个人心得，以减轻

患者对预后存在的担忧，并更好地配合临床治疗和

护理工作。

1.3　评价标准

①心理状况评分：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评

分［4］和 Zung 氏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5］评估患

者焦虑抑郁情绪。②依从性：从患者配合治疗程度、

关心疾病程度、配合护理程度等方面进行评定，医

师与护士一起负责。评估标准如下：差：患者不能完

成治疗，；可：在反复护理、指导下患者能完成治疗，

被动的接受护理指导操作；良：比较关心自身疾病，

能够在护士的指导下较好的配合护理操作；优：在正

常护理、指导下患者能积极配合医护人员完成治疗，

主动关心自身疾病及相关知识，主动配合护士的护

理工作。优良率（100％）=（优的例数 + 良的例数）

/ 总例数 ×100％。③患者生活质量的评定（QOL）：

采用 QOL 量表［6］进行评定，包括角色、情绪、社会、

身体与总体水平五个项目，评分高者为佳。

1.4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 ACS 患者 SDS 评分、SAS 评分、护理

依从性优良情况、以及 QOL 评分等指标。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SPS18.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 t 检验，以（x±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χ2 检验，

以率或百分比（n，％）表示；以 P<0.05 为差异存在

统计学意义的标准。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SDS 与 SAS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 SAS 和 SDS 评分，组间比

较差异不明显（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SDS

与 SAS 评分较干预前均有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与对照组相比，干预后观察组患者

的 SDS 与 SAS 评分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表2　干预后两组患者SDS与SA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SDS（分） SAS（分）

观察组 41 42.74±6.31# 41.39±6.34#

对照组 41 55.63±7.08# 50.46±8.12#

t -8.70 -5.64

P <0.05 <0.05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

2.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QOL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 QOL 评分，组间比较差异

不明显（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 QOL 评分较干

预前明显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

预后观察组 QOL 各项评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2.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依从性的优良情况比较：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依从性的优良率与对照组相

比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表3　干预后两组患者QOL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n） 情绪功能 角色功能 社会功能 身体功能* 总体生活质量*

观察组 41 1.93±0.48# 2.02±0.63# 1.91±0.42# 2.63±0.75# 8.04±1.18#

对照组 41 1.43±0.31# 1.52±0.44# 1.56±0.31# 2.01±0.62# 6.47±1.31#

t 5.60 4.17 4.29 4.08 5.70

P <0.05 <0.05 <0.05 <0.05 <0.05

注：与基线资料比较，#P<0.05.

表4　两组患者依从性的优良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 优 良 可 差 优良率 χ2 P

观察组 41 24（58.54） 15（36.59） 1（2.44） 1（2.44） 39（95.12） 5.145 <0.05

对照组 41 16（39.02） 16（39.02） 5（12.20） 4（9.76） 32（78.05）

3　讨论

ACS 是临床心内科中较为多见的一组综合征，

起病迅速，发病后病情多进展快且比较严重。在病

情反复变化过程中，ACS 病患的不良情绪的存在严

重威胁着 ACS 的治疗和预后，对患者的日常生活质

量影响明显，同时给患者家庭以及社会带来了沉重

的负担。心理因素在多数疾病的发生、发展中占据

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慢性疾病，后者常合并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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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心理问题［7］。当患者在心理上存在问题时，

其对临床相关治疗措施的配合度会出现下降，预后

受到影响，自身疾病也因疗效不佳而加重负面情绪

的产生，导致不利于治疗的恶性循坏。当患者身体

受损而心理得到有效的、积极的、健康的调节时，

患者积极的心态有利于促进医患双方在临床治疗过

程中的配合，并能增进患者追求治愈和康复的欲望，

加强其实施治疗的信心。ACS 属于易复发疾病，且

多数病患为老年患者，发病时给病患带来的濒死感

极易让其产生恐惧、焦虑等影响疾病治疗的不良情

绪。因此，临床治疗中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干预对提

高患者依从性、改善疗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干预后 SDS 评分、

SAS 评分、QOL 评分以及依从性优良率与对照组干

预后比较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

与张登科［8］和王伟才［9］的研究结果相近，表明患者

因 ACS 的屡次发作过程中的种种不良体验所导致的

机体不良情绪亦或是不良心理能够通过心理护理干

预进行治疗与改善。常规的心内科护理干预虽然能

对病患的不良情绪有所改善，但并不能高效的消除

抑郁和焦虑情绪，而在此基础上增加的心理护理干

预措施则能起到较为显著的疗效。患者在消除了相

关不良情绪后，对自身病情与个人处境的认知有了

一个更为深入的认知，进而使得护理措施实施的依

从性得到有效改善。本文研究发现两组的护理措施

均能对患者治疗后的生活质量有所改善，但较之于

常规护理，心理护理相关的干预措施能够起到更为

显著的临床效果。本文研究综合病患多方面的因素，

施行个性化心理干预，不仅提高患者对疾病知识的

了解程度，同时也提高家属的疾病知识量，使得患

者能感受到来自家属的支持与鼓励，使其逐渐消除

了不良情绪，同时也增强了恢复健康的坚定信心，

为疾病的尽早康复打下了良好基础。

综上所述，心理护理干预能显著改善 ACS 患者

的不良情绪，提升护理依从性，有效改善患者生活

质量，具有重要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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