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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 PCI术后患者并发抑郁的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

吕　杰 、 杨　楠 、 张　敏 、 赵自刚

【摘要】 目的　探讨分析冠心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术后患者并发抑郁的现状调查及

可能的影响因素。方法　选取我院 98 例冠心病 PCI 术后患者为主要研究对象，使用抑郁自评量表

（SDS）评分评估患者术后心理状态，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法分析影响患者心理状态的可能的风险

因素。结果　98 例冠心病 PCI 术后患者抑郁发生率 54.08％。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女性、社会关

系较差、自费、术后并发症与 SDS 评分呈正相关（P< 0.05）。结论　冠心病 PCI 术后患者抑郁并发

率较高，女性、社会关系较差、自费、术后并发症可能是冠心病 PCI 术后患者合并抑郁的独立风险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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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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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ossibl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pression in pa-

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fter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 Methods　A total of 98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fter PCI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s.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the patients was evaluated by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score，and the possible risk factors affecting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the patients were analyzed b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depression 

in 98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fter PCI was 54.08％.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female，poor 

social relationship，self-payment an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DS score（P<0.05）. 

Conclusion　The incidence of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fter PCI is higher. Women，poor so-

cial relations，self-payment an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may b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fter P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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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是临床常见疾病，主要是由冠状动脉出

现粥样硬化，导致血管闭塞或狭窄，引起心肌缺氧

缺血、坏死的一种心脏病［1］。中老年人群是冠心病

的高发人群，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其

发生率逐年提升，且呈现逐年年轻化的趋势，对整

体社会人群的健康均造成严重威胁。经皮冠状动脉

介入治疗（PCI）是临床上治疗冠心病的常用治疗方

案，能够有效重建患者血运，治疗效果得到临床一

致肯定。有研究指出［2］，冠心病 PCI 术后患者存在

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等异常心理状态，而异常心理

状态直接影响患者术后病情的恢复，影响患者预后。

因此，尽早明确冠心病 PCI 术后患者的心理状态及

影响因素，并给予早期的对症干预，对于促进患者

病情早期康复有着积极的临床意义。本研究旨在探

讨 PCI 术后患者并发抑郁的现状调查及可能的影响

因素，以期为临床后续的干预治疗提供有力的科学

依据，现进行如下分享。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 2018 年 1 月～2020 年 6 月期间就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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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例冠心病 PCI 术后患者为主要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1）纳入患者均符合冠心病诊断标准［3］；（2）符

合 PCI 手术指征［4］；（3）患者生命体征稳定；（4）符

合知情自愿原则。排除标准：（1）依从性较差或合

并精神障碍者；（2）药物或酒精依赖史者；（3）合并

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4）认知功能障碍者。本研

究已征得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

1.2　方法

采用抑郁自评量表评分（SDS）评分评估患者抑

郁情绪，SDS 评分包含 20 项，每项按 1～4 级评分，

所得分数为粗分，总分 = 粗分 *1.25，评分范围为

25～100 分，分数越高提示患者焦虑抑郁情绪越严

重，其中，以 50 分作为分界线，总分 >50 分提示患

者存在焦虑抑郁。采用自制量表收集患者一般资料

调查：年龄、性别、学历、病程、术后并发症、社会

人际关系、缴费方式等。

1.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6.0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性别、并

发症、医疗费用来源、冠状动脉病变支数、社会人

际关系良好率等计数资料采用［n（％）］表示，结果

采用 χ2 检验，SDS 评分等计量资料采用（x±s）表

示，结果采用 t 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 Logistic 回归

分析法进行处理，以 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冠心病 PCI 术后患者并发抑郁的现状分析

98 例 冠 心 病 行 P C I 手 术 患 者 ， 术 后 并 发 抑

郁 53 例患者，抑郁发生率 54.08％。根据 SDS 评

分，将患者分为合并抑郁组和无抑郁组，合并抑

郁组患者 SDS 评分（58.79±4.09）分高于无抑郁组

（37.98±2.09）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 =32.373，

P=0.000<0.05）。

2.2　冠心病 PCI 术后患者并发抑郁的单因素

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后并发症、学历、病

程、性别、社会人际关系、缴费方式、年龄在两组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 1。

2.3　冠心病 PCI 术后患者并发抑郁的多因素

分析

以 SDS 评分为因变量，存在差异的一般资料作

为自变量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

社会关系较差、自费、术后并发症与 SDS 评分呈正

相关（P<0.05），见表 2。

表1　冠心病PCI术后患者并发抑郁的单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项目
合并抑郁
组（n=53）

无抑郁组
（n=45） χ2 P

术后并发症 有 23（43.40） 8（17.78）
5.765 0.016

无 30（56.60）37（82.22）

性别 男 22（41.51）32（71.11）
11.185 0.001

女 31（58.49）13（28.89）

学历 初中及以上 18（33.96）28（62.22）
7.804 0.005

初中以下 35（66.04）17（37.78）

社会人际关系 良好 18（33.96）26（57.78）
5.579 0.018

较差 35（66.04）19（42.22）

病程 >1年 32（60.38）17（37.78）
4.972 0.026

≤1年 21（39.62）28（62.22）

年龄 ≥50岁 33（62.26）14（31.11）
9.463 0.002

<50岁 20（37.74）31（68.89）

缴费方式 公费 15（28.30）27（60.00）
9.985 0.002

自费 38（71.70）18（40.00）

冠状动脉病变支数 1-2支 30（56.60）25（55.56）
0.011 0.917

≥3支 23（43.40）20（44.44）

表2　冠心病PCI术后患者并发抑郁的多因素分析

变量 基准 β Waldx2 P OR值
95％CL

下限 上限

术后并发症 有 1.420 5.164 0.023 4.138 1.216 14.085

性别 女 1.557 7.766 0.005 4.745 1.587 14.183

学历 初中以下 1.019 3.241 0.072 2.769 0.914 8.395

社会关系 较差 1.219 4.709 0.030 3.384 1.125 10.175

病程 >1年 0.458 0.808 0.369 1.623 0.564 4.670

年龄 ≥50岁 0.956 3.142 0.076 2.601 0.904 7.486

缴费方式 自费 1.565 7.786 0.005 4.781 1.593 14.350

3　讨论

冠心病是指由于脂质代谢异常引起血液中的脂

质堆积于动脉内膜上，导致冠状动脉闭塞或狭窄的

一种心脏病［5］。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是导致冠心病发

生的主要原因，心绞痛是患者的主要症状表现，及

时有效的治疗对于提升患者生存率及生存质量意义

重大。PCI 属于心脏导管技术的一种，临床研究证

实，PCI 在临床应用中对机体的创伤较小，且效果得

到临床一致肯定，是当前临床上治疗冠心病主要治

疗方案［6］，但是，随着其在临床应用率的提升，患

者术后心理状态的异常变化已得到临床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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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表明［7］，40％～82％的冠心病 PCI 术

后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异常心理状态，而

患者术后心理状态异常会进一步提升心血管事件再

次发生的风险，及时明确术后患者心理状态，给予

患者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等对症干预措施，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减轻机体的躯体症状，进而巩固 PCI 术

治疗效果，改善患者预后［8］。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98 例冠心病 PCI 术后患者抑郁发生率为 54.08％，与

现有临床研究结论一致，证实术后确有多数患者存

在抑郁症状。单因素分析显示，术后并发症、学

历、病程、性别、社会人际关系、缴费方式、年龄

在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 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社会关系较差、自费、术

后并发症与 SDS 评分呈正相关（P<0.05）。临床分析

认为，术后并发症的出现患者无法及时进行对应处

理，同时会加重患者心理负担，担心对自身后续的

影响，进而引起情绪低落，促使抑郁情绪滋生；女性

相较于男性心思更为细腻，在面对疾病时其心理活

动变化更为频繁，加之女性患者具有着特殊的生理

构造，相较于男性患者更易出现精神病性、躯体性

等问题［9］；自费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会过度担心过高的

医疗费用对家庭的影响，进而对患者自身造成较大

的精神压力，因此更易出现抑郁情绪［10］。年龄较大

的患者多为独居老人，在疾病治疗及康复过程中会

担心自身不能应付，患者不能够得到有效的家庭支

持，均会促使患者焦躁，引发焦虑［11］。社会关系较

差的人群缺少有效的社会支持，没有相关的社会活

动，这与临床上建议术后保持适当的有氧运动及愉

快的心情相悖，更易产生抑郁不良情绪［12］。建议临

床上针对此类人群，术后制定对应的干预方案，或

可通过服药、给予心理干预、取得家庭及社会人群

的支持等方式及时对患者进行干预，以最大限度的

调节患者的躯体症状，提升 PCI 术治疗疗效。该研

究不足之处在于样本量较少，提升样本数量，增加

研究的科学信度，是本研究的后续研究方向。

综上所述，冠心病 PCI 术后患者抑郁并发率较

高，女性、社会关系较差、自费、术后并发症可能

是冠心病 PCI 术后患者合并抑郁的独立风险因素，

及时明确患者术后心理状态，提前制定干预方案，

更利于术后病情的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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