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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对老年女性冠心病患者CSI后焦虑抑郁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郝永红 、 秦娅丽 、 王　璞 、 王　红

【摘要】目的　研究综合护理对于老年女性冠心病（CHD）患者经皮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CSI）

后焦虑抑郁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将 104 例 CSI 后并发焦虑抑郁情绪的老年女性 CHD 患

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n=52）予以常规治疗与护理，观察组（n=52）在此基础上予以综合护理。

比较两组护理后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SAS、SDS）、生活质量评分（SF-36、SAQ）及主要

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发生率。结果　护理 6 个月后，观察组的 SAS、SD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P< 0.05），SAQ 及 SF-36 各领域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的 MACE 发生率为 5.77％，

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19.23％（P< 0.05）。结论　综合护理能够缓解老年女性 CHD 患者 CSI 术后焦虑抑

郁情绪，改善生活质量并减少 MACE 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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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on anxiety-depressive emotion and life quality of senile female coro-
na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 after intracoronary stent implantation　HAO Yonghong，QIN Yali，WANG Pu，et 
al.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Medical College，Xi'an 710038，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on anxiety-depressive emotion and life 

quality of senile female coronary heart disease（CHD）patients after intracoronary stent implantation（CSI）. Methods 

A total of 104 senile female CHD patients with anxiety-depressive emotion after CSI were enroll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n=52）received routine treatment and nursing，the observation group（n=52）re-

ceived comprehensive nursing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scores SAS，SDS，SF-36，SAQ and incidence 

of 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MACE）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Six months after nurs-

ing，the scores of SAS and SD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cores of SAQ and the SF-36 in all area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MAC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5.77％）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19.23％）（P<0.05）. 

Conclusion Comprehensive nursing can relieve the anxiety-depression of senile female CHD patients with CSI，im-

prove quality of life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MACE of them.

【Key words】Coronary heart disease；Anxiety/Depression；Intracoronary stent implantation；Senile female；Com-

prehensive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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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CI）是当前临床治疗冠心

病（CHD）最有效的手段，主要可分为经皮冠状动

脉腔内成形术（PTCA）与经皮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

（CSI）两类。相较于 PTCA 而言，CSI 能够抑制血管

回缩而降低术后再狭窄发生率，被誉为 PCI 治疗的

“第二个里程碑”［1］。但 CSI 治疗作为一种有创性治

疗手段，其自身就是一种负性生活事件，加之 CHD

属于心身疾病，术后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负性情

绪［2］。如不能有效避免或缓解 CSI 后负性情绪，可引

起生理功能紊乱，增加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发

生率，严重影响临床转归及生活质量。我院对合并

焦虑抑郁情绪的老年女性 CHD 患者进行综合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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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良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取得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后，收集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 月，我院心内科住院行 PCI 后并

发焦虑抑郁情绪的老年女性患者 104 例，按随机数

字表法分为两组：观察组 52 例，年龄 60～85（69.12
±4.45）岁；病变支数：15 例单支病变，24 例 2 支，

13 例 3 支；疾病类型：35 例稳定型心绞痛，17 例急

性冠脉综合征（ACS）；穿刺部位：35 例股动脉，17
例桡动脉。对照组 52 例，年龄 60～82（67.89±4.63）
岁；病变支数：18 例单支病变，23 例 2 支，11 例 3 支；

疾病类型：36 例稳定型心绞痛，16 例 ACS；穿刺部

位：37 例股动脉，15 例桡动脉。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病例选择

1 .2 .1　 纳 入 标 准 　 经 冠 状 动 脉 造 影 确 诊 为

CHD，且行 CSI 治疗；经 Zung 焦虑自评量表（SAS）

评分≥ 50 分，抑郁自评量表（SDS）［3］评分≥ 53 分；

年龄 >60 岁，女性；患者自愿参与本研究且签署了知

情同意书。

1.2.2　排除标准　合并智力障碍、精神病疾病

史或家族史者；合并恶性肿瘤、肝肾功能障碍、心力

衰竭及呼吸衰竭者；合并心肌病以及瓣膜性心脏病等

其他心脏疾病者；酒精或药物依赖者；无法完成测验

且中途退出者。

1.3　护理方法

1.3.1　对照组　予以 CSI 术后常规药物治疗，

如阿司匹林、氯吡格雷、β受体阻滞剂、他汀类药

物、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等。中、重度焦虑抑

郁（SAS ≥ 60 分，SDS ≥ 63 分）者，予以服用氟西

汀 20mg/d 口服。同时予以病情监护、健康宣教、生

活护理等。

1.3.2　观察组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于术后 1d

评价患者的社会心理状况、生理状况、认知状况、

应对方式及影响因素，确定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障

碍程度，根据患者的个性特点制定并实施综合护

理。包括：1）认知干预。采取播放视频、发放健康

处方、小组团体咨询等方式，讲解 CHD 及 CSI 相关

知识，帮助患者及其家属认识自身疾病情况，纠正

其对错误认知，解除其疑虑，激发其康复潜能与信

心，建立积极应对的方式。2）健康教育。详细介绍

术后检查、护理及用药治疗等相关注意事项，强调

健康饮食及生活行为习惯对疾病康复的重要性，增

强其遵医行为。介绍术后可能并发症及其处理措施，

避免不必要的担忧。3）心理护理。亲切与患者及其

家属沟通交流，了解其心理状态及负性情绪产生原

因，予以心理安慰、鼓励和支持等。鼓励患者家属、

朋友等主动关心和帮助患者，为其解决实际困难，

使其充分感受到来自家庭及社会的关爱，从而缓解

负性情绪，建立战胜疾病的信心。4）行为疗法。指

导患者进行意念深呼吸、冥想、逐步放松全身肌肉

等，可起到身心放松的作用。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

予以听柔美、舒缓的音乐，使其感受心旷神怡的意

境，以转移其注意力，调节或缓解焦虑、抑郁情绪。

5）睡眠护理。为患者制定合理的睡眠休息时间计划

表，督促患者严格按照计划表按时睡眠、定时休息，

维持良好的睡眠质量。睡前予以 40℃左右热水泡

浴、足浴等，以促进睡眠。各项诊疗护理措施及医

生查房尽量安排在患者睡前或自然觉醒时，降低患

者被动觉醒次数，维持其睡眠质量充分。6）舒适护

理。术后使用监护仪或者应用微量泵给药等导致患

者的肢体活动受限，应在不影响治疗的基础上帮助

患者取舒适体位，并予以受压局部按摩、垫软枕等。

肢体活动受限使得部分患者怀疑自身病情严重或预

后不良，应及时予以解释和疏导，消除其疑虑。病

房适时通风，维持室内温湿度适宜，维持病区安静，

将各监护仪器的机械声以及报警声降至最低。疼痛

敏感者，遵医嘱酌情应用镇痛或镇静剂。8）运动指

导。术后 1d 协助患者进行床上下肢关节活动锻炼及

自主排痰训练；术后第 2～3d 进行床旁坐位运动，逐

步过渡至轮椅坐位练习、缓慢步行；术后第 4d 进行

下肢主动运动、上肢环绕运动及下床缓慢步行；术

后第 5d 进行侧弯腰练习、缓慢步行练习。术后第 6d

至出院，在增加上述锻炼强度的基础上，指导患者

进行靠墙抬腿练习、部分负重锻炼等。院后鼓励患

者进行慢跑、打太极、快走等规律运动。9）饮食护

理。术后 1h 可予以少量饮水，此后可鼓励患者多饮

水，以补充血容量，但注意术后第 1d 饮水量不宜超

过 1500mL。嘱患者食用低脂、低盐、低糖及低热量

饮食，忌暴饮暴食，戒烟酒，食用富含粗纤维、维

生素及高营养食物，饮食宜清淡且易于消化，以预

防便秘并增强机体营养。10）出院指导。出院后 1 个

月内电话随访 1 次 / 周，此后 2 次 / 月，术后 1、3、

6 个月进行门诊复查，评估患者的社会心理状况、认

知情况、生活行为习惯、遵医行为及疾病康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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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护理前后焦虑抑郁状态比较（x±s，分）

项目
观察组（n=52） 对照组（n=52）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SAS 61.14±8.56 43.21±8.21*# 60.45±9.12 51.23±8.17*

SDS 59.23±7.13 40.23±6.85*# 58.82±8.24 50.11±7.02*

注：与护理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护理后比较，#P<0.05

表2　两组护理前后SAQ评分比较（x±s，分）

项目
观察组（n=52） 对照组（n=52）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躯体受限 56.78±6.43 74.32±9.87*# 54.89±7.02 66.54±8.23*

治疗满意度 35.41±7.89 68.89±10.21*# 34.19±8.23 57.69±11.21*

心绞痛发作 56.78±9.95 89.02±15.41*# 54.63±11.16 69.28±15.68*

心绞痛稳定 45.32±13.68 84.21±16.59*# 43.02±14.19 71.18±19.23*

疾病认知 33.24±7.25 48.45±11.75*# 34.12±8.84 40.15±10.97*

注：与护理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护理后比较，#P<0.05

予以强化认知干预及健康指导。

1.4　观察指标

1.4.1　情绪状态　护理前及护理 6 个月后，采

用 SAS 及 SDS 量表［3］评价焦虑、抑郁情绪，得分越

高表示焦虑、抑郁情绪越严重。

1.4.2　生活质量　护理前及护理 6 个月后，采

用简明健康调查量表（SF-36）［4］评价生活质量评价，

采用西雅图心绞痛量表（SAQ）［4］评价心绞痛生活质

量，得分越高则生活质量越好。

1 .4 .3　MACE　随访记录术后 6 个月，两组

MACE 发生情况。

1.5　统计学分析 

数据采用 SPSS18.0 统计学软件分析，计量资料

以（x±s）表示，比较经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

率（n，%）表示，比较经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前后焦虑抑郁状态比较

护理前，两组患者 SAS 及 SDS 评分无显著差异

（P>0.05）；护理后，两组的 SAS 及 SDS 评分均显著

降低，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2.2　两组护理前后 SAQ 评分比较 

护理前，两组患者 SAQ 各领域评分无显著差异

（P>0.05）；护理后两组 SAQ 各领域评分均显著提高，

且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2.3　两组护理前后 SF-36 评分比较 

护理前，两组患者 SF-36 各领域评分无显著差

异（P>0.05）；护理后两组 SF-36 各领域评分均显著

提高，且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2.4　两组 MACE 发生率比较 

随访 6 个月，观察组出现 1 例不稳定型心绞痛，

1 例急性心肌梗死，1 例严重心律失常，MACE 发生

率为 5.77％（3/52）；对照组出现 5 例不稳定型心绞

痛，1 例急性心肌梗死，4 例严重心律失常，MACE

发生率为 19.23％（10/52）。观察组的 MACE 发生率

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3　讨论

CHD 是目前临床公认的心身疾病之一，社会心

理因素疾病的发生发展及临床转归中具有关键性作

用。Roest 等［5］研究表明，超过 40％～82％的 CHD

患者在 PCI 术后伴有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临床

研究表明，焦虑抑郁患者将增加 CHD 患者 PCI 术后

12 个月目标血管血运重建以及再住院率，影响临床

预后［6，7］。老年女性 CSI 患者普遍存在负性情绪，主

要原因有：（1）年龄大、文化层次较低、社会接触

面较窄、对疾病认知能力欠缺，心理压力较大。（2）
老年患者常合并多种基础疾病，生理机能退化，术

后康复速度相对较慢，容易悲观、失望乃至抑郁。

（3）老年女性由于雌激素对心脑血管的保护作用减

弱或丧失，更容易发生冠脉炎症反应，促使 MACE

发生［8］。（4）CSI 术后康复周期较长，经济条件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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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缺乏子女陪伴或担心成为家庭负担等，焦虑、

抑郁情绪的风险更高。因此，老年女性 CHD 患者

CSI 术后合并焦虑抑郁主要与心理稳定度、家庭社会

支持、疾病康复等的影响。基于当前“生物 - 心理 -

社会”医学模式，对这类患者的术后护理当注重生

理、社会心理及认知等多方面的护理干预，以维持

身心健康并提高生活质量。

综合护理作为一种全方位、多角度的护理手段，

对改善手术患者的身心健康状况及促进术后康复具

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采用老年患者抑郁接受的身心

指导（舒适护理、睡眠休息护理、心理护理、健康

教育）、行为疗法、认知干预等综合护理，提高患

者的对疾病及 CSI 的科学认知，转变其不合理理念，

并掌握行为训练、音乐疗法等方式缓解焦虑、抑郁

情绪，降低交感神经兴奋性，减少血管紧张素Ⅱ、

炎症因子及儿茶酚胺分泌量，在镇定情绪的同时可

缓解术后躯体症状。同时，饮食护理及运动护理也

是 CSI 术后护理的重点，术后 1h 即恢复饮水，可促

进造影剂的排出。科学合理的饮食及循序渐进的运

动锻炼，能够提高患者的生理机能、改善躯体症状，

同时也有利于调节情绪状态，促进术后全面康复［9］。

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在干预后 SAQ 及 SF-36 量

表各维度评分均获得显著提高，但观察组的提高幅

度较对照组更为明显。说明 CSI 能够改善患者的心

功能及生活质量，而术后综合护理干预措施能够转

变患者的不良认知、重建科学认知、缓解负性情绪、

提高遵医行为与健康行为，从而进一步改善社会心

理状态及躯体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PCI 术后合并焦虑、抑郁等心理应激反应将影

响“下丘脑 - 肾上腺轴”功能，引起儿茶酚胺水平升

高，还将影响左室泵血功能、刺激急性炎症反应等，

进而造成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心率变异性（HRV）

降低，容易诱发 MACE［10］。刘莉莉等［11］研究显示，

对 PCI 术后合并焦虑、抑郁的 CHD 患者开展心理干

预不仅能够降低 SAS 及 SDS 评分，还可改善患者的

心功能及 HRV，从而降低 MACE 发生率、改善临

床预后。本研究随访观察显示，观察组术后 6 个月

的 MACE 发生率仅为 5.77％，较对照组的 19.23％

明显健康。认为综合护理能够改善 PCI 术后合并焦

虑、抑郁情绪老年女性 CHD 患者的情绪状态，降低

MACE 发生率，从而改善临床预后。此外，本研究

的不足亦不可忽视，主要包括样本量较小、随机化

原则过于简单等，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得到克服。

综上所述，综合护理能够提高老年女性 CHD 患

者的心理适应能力，缓解或减轻 CSI 术后焦虑、抑郁

情绪，改善社会心理状态及躯体症状，降低 MACE

发生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并改善临床预后。

参考文献

1. 吕永成。高危冠心病患者经桡动脉及经股动脉介入治疗术

的疗效比较。广西医科大学学报，2014；31（1）：123-125.

2. 李永斌，姚朱华，许振坤，等。冠心病患者介入术后焦

虑抑郁情绪的变化及影响因素。中华医学杂志，2012；92
（21）：1498～1501.

3. 季建林。医学心理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384.

4. Dougherty CM，Dewhurst T，Nichol WP，et al. Comparison 

of three quality of life instruments in stable angina pectoris：

Seattle Angina Questionnaire，Short Form Health Survey

（SF-36），and Quality of Life Index-Cardiac Version III. J 

Clin Epidemiol.1998；51（7）：569～575.

表3　两组护理前后SF-36评分比较（x±s，分）

项目
观察组（n=52） 对照组（n=52）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生理机能 59.12±20.14 73.45±25.32*# 57.12±22.43 66.92±26.12*

生理职能 19.11±5.54 58.97±19.34*# 18.14±7.12 49.95±17.83*

躯体疼痛 33.41±13.26 64.32±16.35*# 32.18±15.04 58.91±14.31*

总体健康 34.12±11.59 50.53±11.98*# 32.97±12.31 43.11±15.34*

活力 40.95±18.22 75.59±14.68*# 39.15±17.86 53.12±16.17*

社会功能 59.96±21.18 77.62±19.32*# 61.03±20.25 67.85±20.21*

情感职能 34.31±14.28 54.41±19.95*# 35.19±12.34 48.83±16.54*

精神健康 55.34±20.26 72.24±14.68*# 54.67±21.18 59.21±20.18*

注：与护理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护理后比较，#P<0.05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7 年第 44 卷第 5 期 - 933 -

◎

护
理
探
讨◎

 N
ursing discussion

5. Roest AM，Martens EJ，Denollet J，et al. Prognostic asso-

ciation of anxiety post myocardialinfarction with mortality and 

newcardiac events：A meta-analysis. Psychosom Med.2010；

72（6）：563～569.

6. 齐艳鹏，李殿芳，王玉柱，等。冠心病介入患者焦虑抑郁

状况调查及其预后的相关性研究。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

电子杂志，2015；3（8）：189～190，192.

7. 张金国，谭洪勇，张传芝，等。冠心病患者冠状动脉支架

内再狭窄与抑郁障碍的相关性研究。中华行为医学与脑

科学杂志，2010；19（10）：929～931.

8. 孔阿楠。强化护理对老年女性冠心病 PCI 术后合并焦虑

抑郁情绪的影响。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15；21（2）：

150～151，152.

9. 梁成富，郑文武，陈伯勋，等。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对于

心脏介入治疗冠心病患者抑郁焦虑症状的疗效研究。国

际精神病学杂志，2016，43（1）：138-141.

10. 李燕燕，史铁英，周艳丽，等。经皮冠状动脉内介入治

疗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住院期间生活质量及应对方式的

影响。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3；19（20）：2365～2368.

11. 刘莉莉，王立君，冯雷，等。心理干预对冠心病 PCI 术

后合并焦虑、抑郁患者心功能和心率变异性的影响。中

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2015；13（7）：941～942.

                                                   （收稿日期：2016 年 8 月 19 日）

（31）：4529-4532，4533.

7. 刘淑艳，黄岚，杨淑敏，等。冥想训练改善经内镜逆行

胰胆管造影患者的护理效果。国际护理学杂志，2015；34
（2）：239-241.

8. 陈媛媛，沈锐，陈静，等。耳穴贴压对 ICU 患者紧急抢救

时邻床清醒患者应激反应的影响。现代临床护理，2013；

12（11）：42-44，45.

9. 耿俊颖。个性化护理对老年恶性肿瘤患者心理应激反应

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护理实践与研究，2016；13（10）：

56-57.

10. 顾学群。整体护理模式对乳腺癌患者围术期应激反应及

生活质量的影响。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6；22（18）：

2580-2584.

                                                   （收稿日期：2017 年 3 月 29 日）

上接第 924 页

19-22.

9. 倪瑶，尹学琼，杨雪梅，等。产前教育对产妇心理状况及

妊娠结局的影响观察。国际精神病学杂志，2015；42（4）：

72-75.

10. 刘芳，钱永华，林丽，等。盆底康复操锻炼对产妇产后

盆底肌力及心理状态的影响。护理学杂志，2015；30（12）：

97-100.

11 .  杜霄。生物反馈联合电刺激及盆底肌锻炼对产后盆

底康复的疗效观察。中国妇幼保健，2015；30（16）：

2586-2589.

12. 樊佳昱。盆底肌肉锻炼改善产后尿潴留的对照研究。上

海护理，2014；14（2）：45-47.

13. 时惠霞，丁亚艳，李晓敏，等。产后康复操对产妇子

宫复旧、肌肉恢复及恶露排出的影响。齐鲁护理杂志，

2016；22（18）：84-85.

                                                   （收稿日期：2017 年 2 月 24 日）

上接第 91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