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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I术后患者的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与抑郁情绪的关系

杨建涛 、 杨文谨 、 杨静静 、 刘　敏 、 宋志明 、 巩贵宏

【摘要】目的　探讨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PCI）后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与抑郁情绪的

关系。方法　本研究对象为 2018 年 7 月～2019 年 11 月我院 120 例冠心病患者，均采用 PCI 术治疗，

调查术后 MACE 发生情况，术后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价患者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

比较 MACE 组与非 MACE 组合并焦虑、抑郁情况，并以是否发生 MACE 为因变量，合并焦虑、抑

郁为自变量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进一步分析 MACE 与负性情绪的关系。结果　120 例冠心病患

者 PCI 术后发生 MACE27 例，MACE 组合并焦虑率、抑郁率均显著高于非 MACE 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 0.05）；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合并抑郁情绪是 PCI 术后发生 MACE 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PCI 术后易出现 MACE，合并焦虑、抑郁且会增加术后 MACE 发生的风险，应加强 PCI 术后的

心理干预，以降低 MACE 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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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and negative emotions in patients after PCI
　　YANG Jiantao，YANG Wenjin，YANG Jingjing，et al.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MACE）

and negative emotions in patients after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 Methods　A total of 120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our hospital from July 2018 to November 2019 were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All were 

treated with PCI. After surgery，the occurrence of MACE after surgery were investigated，the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negative emotions such a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fter operation. Combine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MACE and non-MACE group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CE and negative emotions. Results　Twenty-seven cases of MACE occurred in 120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fter PCI. Combine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the MAC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non-MACE group，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Logistic regres-

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combined anxiety and combined depression a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MACE after PCI. 

Conclusion　MACE is prone to occur after PCI，and combined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ill increase the risk of 

MACE after PCI.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after PCI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reduce the risk of MACE.

【Key words】 Coronary heart disease；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Negative emo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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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居民生活、饮

食习惯的改变，冠心病发生率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PCI）通过心导管技术疏通狭

窄、闭塞的冠状动脉，改善心肌血流灌注，已成为

冠心病治疗的重要手段。但 PCI 术后仍有部分患者

预后情况不够乐观，即使接受对症治疗或长期服用

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等药物仍有部分患者发生不良

心血管事件（MACE），不仅增加治疗成本更使死亡

风险明显升高［1］。随着医学模式转变，“双心医学”

模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目前认为心理状态（如

抑郁焦虑）与冠心病的发生发展、治疗以及预后具

有重要联系［2］。但目前相关报道主要集中在负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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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与心脏功能改善方面，关于 PCI 术后 MACE 与负

性情绪关系的报道还较少［3］。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为 2018 年 7 月～2019 年 11 月我院

120 例冠心病患者，均采用 PCI 术治疗。其中男性

67 例，53 例；年龄 45～78 岁，平均（63.72±6.80）

岁；支架数量 1～4 个，平均（2.20±0.30）个；不稳

定型心绞痛 65 例，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33 例，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22 例；糖尿病 45 例，高血压

50 例，高血脂 39 例，吸烟史 58 例；文化水平：初中

67 例，高中 33，大专 16 例，本科 4 例。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1）纳入标准：均经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确诊为

冠心病；接受 PCI 术治疗且手术成功；术后读写、认

知能力基本正常；术后均接受降压或降血糖等对症治

疗，服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等药物；（2）排除标准：

术后昏迷、严重认知功能障碍等无法配合调查者；冠

心病患病前具有焦虑症、抑郁症病史；合并癌症、急

性脑血管疾病等严重疾病。

1.3　方法

PCI 术后待患者病情稳定后进行负性情绪调查。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4］：包括紧张、焦虑心境

等 14 个条目，每个条目根据发生频率由低到高评分

0～4 分，得分越高提示患者焦虑情绪越严重，＞ 14
分说明焦虑症状具有临床意义。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5］：该量表包含睡眠障碍、负罪感等 17 个

条目，每个条目根据发生频率由低到高评分 0～4 分，

得分越高提示患者抑郁情绪越严重，＞ 17 分提示抑

郁症状具有临床意义。所有患者均随访 12 个月，记

录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6］发生情况，包括

非致死性心肌梗死、靶血管血运重建、复发心绞痛、

充血性心力衰竭、严重心律失常及心源性死亡等。

比较 MACE 组与非 MACE 组 HAMD 评分、HAMA 评

分，并以是否发生 MACE 为因变量，合并焦虑、抑

郁症为自变量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进一步分析

MACE 与负性情绪的关系。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2.0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采用“x±

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冠心病患者 PCI 术后 MACE 发生率及

MACE 组与非 MACE 组合并焦虑、抑郁情况比较

120 例冠心病患者 PCI 术后发生 MACE27 例，

MACE 组合并焦虑率、抑郁率均显著高于非 MACE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MACE组与非MACE组HAMD评分、HAMA评分比较

组别 n 合并焦虑 合并抑郁

MACE组 27 15（55.55） 14（51.85）

非MACE组 93 23（24.73） 25（26.88）

χ2 9.188 5.882

P 0.002 ＜0.001

2.3　PCI 术后发生 MACE 的多因素分析

以是否发生 MACE 为因变量，合并焦虑、合并

抑郁为自变量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合

并焦虑症、合并抑郁症是 PCI 术后发生 MACE 的独

立危险因素，见表 2。
表2　PCI术后发生MACE的多因素分析

因素 β SE waldχ2 OR 95％CI P

合并焦虑症 1.102 0.401 7.552 3.010 1.266～8.454 0.020

合并抑郁症 1.167 0.403 8.427 3.211 1.491～9.037 0.016

3　讨论

冠心病是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类型，发病机制

包含多种生物、心理以及社会因素，我国心脑血管疾

病死亡病因中冠心病占到 30％～40％，虽然 PCI 术

的成熟运用使冠心病死亡率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术

后 MACE 以及频发的负性情绪对患者生活质量以及

近远期预后造成显著影响。文献报道称，在冠心病患

者中抑郁症检出率为 15％～45％，焦虑症检出率为

12％～39％，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焦虑、抑郁症与

冠心病的发生、发展以及预后显著相关［7］；例如薛增

明等［8］一项研究表明，冠心病 PCI 术后抑郁（SDS）评

分以及焦虑（SAS）评分与左室射血分数（LVEF）具有

显著负相关关系；本研究结果显示 MACE 组 HAMD 评

分、HAMA 评分均显著高于非 MACE 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与既往报道一致。

本研究经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合并焦虑症、

合并抑郁症是 PCI 术后发生 MACE 的独立危险因素，

说明负性情绪会增加 PCI 术后 MACE 的发生风险。

持续的焦虑、抑郁情绪能够促进缩血管激素的分泌，

并对冠状动脉迷走神经张力产生影响，进而造成冠

状动脉狭窄或痉挛，增加复发心绞痛发生风险［9］。 另

有报道称，合并焦虑、抑郁症的冠心病患者，其交

感神经张力明显升高，迷走神经兴奋性下降，可造

成冠状动脉支配的相关交感神经持续紧张，进而对

心肌细胞血供产生影响，增加心力衰竭、非致死性

心肌梗死等 MACE 的发生风险［10］。Vaccarino 等［11］一

项研究显示，焦虑、抑郁评分与冠心病患者 24h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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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缺血频度、总时间呈正相关，提示负性情绪可促

进冠脉收缩，使其内径变小，心肌供血降低；而且持

续的负性情绪会使交感神经兴奋，增多儿茶酚胺释

放量，代谢活动增强，也可能引发小动脉阻塞，加

重心肌缺血，进一步增加 MACE 的发生风险。另有

报道显示，PCI 术后合并抑郁症的患者血清白细胞介

素 8（IL-8）、C 反应蛋白（CRP）水平显著高于非抑

郁症患者，认为负性情绪可通过增强炎症反应的途

径增加 MACE 的发生风险［12］。

综上所述，PCI 术后焦虑、抑郁症检出率较高，

且会增加术后 MACE 发生的风险，应加强 PCI 术后

的心理干预，以降低 MACE 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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