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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患者心理 

应对方式和应对能力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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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正群 。范秀珍 

[摘要]目的：调查冠心病患者接受经皮冠状动脉介入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手术前 、后应对方式、策略以及应 

对能力的变化 ，探讨冠心病 PCI患者应对方式与应对能力之间的相关性。方法：采用 Jalowiec的应对量表、心理一致感量表一13 

和自行设计的患者一般资料调查表，以便利取样的方法对 110例冠心病 PCI患者进行 问卷调查。结果：除情感宣泄(P> 

0．05)外，冠心病PCI患者术后其余7种应对方式的分值均比术前明显提高(P<0．O1)。PCI患者术后应对能力较术前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术前应对能力与乐观应对方式呈正相关(r=0．233，P<0．05)，与宿命应对方式呈负相关(r= 

一 0．357，P<0．O1)；而术后的应对能力与宿命和情感宣泄呈负相关 (分别为 r=一0．341，P<0．O1；r=一0．243，P<0．05)。结 

论：PCI可显著提高冠心病患者的应对水平(除情感宣泄外)，但对冠心病患者的应对能力无明显影响。积极的应对方式可提 

高患者的应对能力，促进康复；消极的应对方式则削弱患者的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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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lative study on coping styles and coping abil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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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the coping styles，strategies and coping ability in a group of patients undergoing pere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for the‘first time due to coronary artery disease，and to discus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oping styles and 

coping ability．Methods：One hundred and ten subjects，recruited by convenience sampling，were required to complete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by Jalowiec coping scale，sense of coherence·13 and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about the patient S general information．Results： 

With the exception of emotive(P>0．05)，the values of other 7 coping styles of patients after PC1 were much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PCI(P<0．01)．The total score of coping ability of patients after PC1 was unchanged(P>0．05)，compared with the one before PCI． 

The total score of coping ability of patients before PC1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optimistic(r=0．233，P<0．05)，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fatalistic(r=一0．357，P<0．01)．The total score of coping ability of patients after PC1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fatailstic and emotive(r=一0．341，P<0．01；r=一0．243，P<0．05，respectively)．Conclusions：PCI could remarkablely increase the 

total coping level of patients with coronany heart disease(cexcept for emotive coping)，but could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coping 

capacity．Positive coping styles could raise patients coping ability，and promote their health，and vice versa． 

[Key words]coronary artery disease；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coping style；sense of cohearence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CI)治疗是近年来心血管 

疾病治疗领域发展最为迅速的技术之一，对患者来 

说也是一种较重大的负性应激事件，可产生多方面 

的影响，其带来的负面情绪干扰患者对疾病本身的 

认知程度，削弱患者的心理应对和适应能力，进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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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其生存质量和疾病的康复。本研究旨在探讨冠心 

病 PCI患者应对方式与应对能力之间的相关性，为 

临床实施相关护理干预提供参考依据。 

l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便利取样的方法选择 2008年 

5月至2009年5月因冠心病而收住安徽省合肥市一 

所三级甲等医院初次接受PCI术且手术成功的患者 

1 10例，知情同意，排除合并其他重要器官严重功能 

障碍者和有精神、心理疾患及听力或语言沟通等障 

碍无法接受调查的患者。男 61例，女49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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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2岁；小学及以下 23例，初中25例，高中及中 

专 31例，大专及以上31例；干部54例，工人 22例， 

无业 12例，其他 11例，农民7例，个体户 4例；在婚 

105例，丧偶 5例；医保 53例，自费49例，全公费报 

销8例；月收入500～1 000元42例，>1 000～2 000 

元 54例，>2 000～3 000元 14例；不吸烟者 65例， 

已戒烟者34例，吸烟者 11例；单支病变 57例，双支 

病变36例，I>3支病变 17例。 

1．2 调查工具 

1．2．1 Jalowiec应 对量 表 (JCS) 该 量表 由 

Jalowiec于 1987年编制，国内王玉琼 最早用于 

妇科癌症患者应对方式的调查研究，该量表共有 6O 

个应对策略，归纳为乐观、寻求支持、自我依赖、面 

对、保守、宿命、情感宣泄和逃避 8种应对方式。每 

个应对策略进行 4等级评分(0—4分)，分别为从未 

用过、很少用、有时用、经常用，分值越高表示该应对 

策略应用越多。量表信度系数为 0．78～0．89。该 

量表在我国已被广泛用于癌症、慢性病患者或其照 

顾者心理应对的调查研究。 

1．2．2 心理一致感量表(SOC一13) 该量表是测量 

应对能力的一个工具，由Antonovsky 于 1987年开 

J Bengbu Med Coil，May 2011，Vo1．36 

发。量表有 13个项 目，共 13题，分为可理解性、易 

控制性和有意义性三个维度，每个维度由4～5个项 

目组成。项目的回答分为 1～7等级，评分标准为 

1～7分。每个维度的记分方法为该维度项 目的粗 

分相加，量表总分为各项 目粗分相加，总分介于 

13～91分。得分越高表明心理一致感水平越高，应 

对能力越强。其重测信度为 0．61，内部一致性系数 

为 0．76[ 。 

1．2．3 一般资料调查表 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教 

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医疗费用支付方式、经济状 

况、吸烟史和相关病史等。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 

皮尔森积差相关系数。 

2 结果 

2．1 冠心病 PCI术前、术后最常应用和最少应用的 

应对策略比较 PCI患者术前、术后采用“希望病情 

会变好”(乐观)、“祈求上帝或神的保佑”(宿命)和 

“拖延去面对这件事”(逃避)应对策略的分值之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 PCI患者术后的 

应用分值均高于术前水平(见表 1)。 

表 1 冠心病患者 PCI术前、术后最常应用和最少应用的应对策略比较( ±s) 

2．2 冠心病患者 PCI术前、术后 8种应对方式的应 

用情况 除情感宣泄(P>0．05)，冠心病 PCI患者 

术后 7种应对方式应用分值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2)。 

表2 冠心病患者 PCI术前、术后 8种应对方式应用分值比较( 4-s) 

2．3 冠心病 PCI患者术前、术后 SOC水平 冠心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病患者 PCI术前、术后 SOC总分和三个维度之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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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冠心病 PCI患者术前、术后 SOC总分和三个维度水 

平比较( ±s) 

2．4 冠心病 PCI术前、术后患者应对方式和 SOC 

或应对能力之间的相关性 冠心病患者术前应对方 

式和SOC总分及三个维度之间的相关性见表4，术 

后见表 5。 

表 4 冠心病患者 PCI术前应对方式和 SOC总分及三个 

维度之间的相关性分析(r) 

应对方式 SOC总分 可理解性 易控制性 有意义性 

}P<0．05： }P<0．01 

表 5 冠心病患者 PCI术后应对方式和 SOC总分及三个 

维度之间的相关性分析(r) 

3 讨论 

3．1 冠心病 PCI患者多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或策 

略缓解压力 本文结果显示，尽管冠心病患者术前、 

术后面对的压力源可能有所不同，但其采用的应对 

方式却大体一致，乐观、寻求支持是本组患者术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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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均常用的应对方式，表 1也显示应用最多的策 

略是“希望病情会变好”、“尽量往好处想”和“告诉 

自己别着急，一切会好起来”等。且 PCI患者术后 

较术前更倾向于采用“希望病情会变好”应对策略 

(P<0．05)。乐观有助于患者情绪的调整，使他们 

保持冷静，心情放松，对术后康复有利。寻求支持或 

帮助是患者对抗压力源常采用的防卫模式，不管是 

自力救助还是专业辅助，均有助于个体避免严重的 

压力反应。支持应对也可使个人在困难的情境中看 

到生活的希望。Kathleen 5 研究表明，寻求支持应 

对是冠状动脉搭桥术(CABG)患者术前、术后常用 

的应对策略。术后患者寻找信息支持的原因多是比 

较 自己与其他人的手术效果及获得术后利于康复的 

相关经验，帮助 自己尽快康复。Kim等 研究发现， 

社会支持水平的高低，严重影响患者应对策略的选 

择，即能获得有力社会支持的患者，其多采用积极、 

乐观的策略去应对；消极应对则增加患者应激反应 

的负性作用，减低机体免疫防御功能，对术后患者康 

复产生不利影响 J。除以上 2种应对方式外，PCI 

术前患者还多采用情感宣泄方式应对压力，对于该 

应对方式，PCI患者术前和术后并未见明显的应用 

方面的差异(P>0．05)；而术后患者多采用面对方 

式应对。保守、逃避和宿命是这组患者应用较少的 

方式，其中“祈求上帝或神的保佑”、“作些冲动或危 

险的事”和“喝酒”应对策略用得最少，PCI患者术后 

较术前更倾向于采用“祈求上帝或神的保佑”(P< 

0．O5)和“拖延去面对这件事”(P<0．01)两种应对 

策略。Lin等 研究心脏移植后患者的应对策略时 

也发现，黑暗康复经历是心脏移植患者术后最痛苦 

的一种经历，在4种较常采用的应对策略中以宗教 

支持应对最常见，该宗教支持实际上是一种“宿命” 

应对。这说明PCI患者大多以适合于自己的方式或 

策略应对压力，这有利于调动患者的内在动力，更好 

地配合治疗 ，利于疾病的稳定和康复。 

对冠心病患者 PCI术前、术后 8种应对方式进 

行比较发现，PCI术后除隋感宣泄外，其余7种应对 

方式的应用分值均高于术前水平，说明 PCI作为 目 

前冠心病治疗的有效方法之一，手术的成功实施，以 

及术后原有躯体不适的缓解或减轻，在一定程度上 

增加了患者的舒适、满足感，促使他(她)们较易更 

多地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去应对压力，如面对、乐观 

和寻求支持等；但对于PCI术后患者，也可能因为冠 

心病介入治疗相关并发症或生活方式调整等问题， 

较术前更倾向于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如逃避、姑 

息、自我依赖等。应对方式无所谓好坏，关键是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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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缓冲应激造成的压力反应，比如逃避，由于个体 

回避应激源的存在，有效减少了负性情绪的发生，故 

回避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患者行之有效的应对方 

式。Bergvik等 研究发现，CABG患者既采用回避 

策略(忽略症状、延缓寻求帮助和回避想法等)，又 

采用接近策略(主动地寻求诊断、为手术作心理准 

备等)应对 CABG这个压力性事件。该结果与本研 

究结果基本一致。 

3．2 冠心病 PCI患者的应对能力保持相对稳定 

SOC是反映患者能否成功应对的重要决定因素，故 

SOC水平的高低可反映其应对能力的强弱。冠心病 

PCI患者术前、术后 SOC总分和三个维度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 PCI患者的应对 

能力保持相对的稳定。这与国外研究 基本一 

致，应对能力作为人格特质的一部分，它的形成与完 

善贯穿于整个儿童期和青春期，一般在个体达到 30 

岁时就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Antonovskyl3 也认为 

个体 30岁之后，应对能力虽会发生变化，然而这种 

变化不会超过 10％，并且引起变化的原因源驱散后 

心理一致感会恢复到一个稳定的水平 。PCI作 

为目前公认的治疗冠心病的有效方法。当患者成功 

实施 PCI后，引起患者应激反应的压力源被基本去 

除，患者的应对能力逐渐趋于稳定，表现为患者 PCI 

术前、术后 SOC水平无明显变化，即 PCI患者的应 

对能力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然而，Kattainen等  ̈J 

发现经皮冠状动脉成形术(PTCA)患者的 SOC分值 

随着随访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降低，Snekkevik等 

对 26例严重多发性外伤、无明显神经精神缺陷患者 

的研究也发现，SOC分值在严重多发性外伤后至少 

1年内，应对能力不稳定，对患者总体生活满意度和 

心理健康无实际的预测价值。据此，研究者认为应 

对能力有太大的情景成分，能否用来代表一种稳定 

的倾向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3．3 积极应对有助于提高冠心病 PCI患者的应对 

能力 冠心病 PCI患者的应对方式受到许多因素的 

影响，随着冠心病患者应对方式研究的深入，SOC水 

平或应对能力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受到国内外学者 

的关注，Cronqvist等  ̈发现冠心病患者 PTCA术 

前、术后应用逃避、乐观、宿命、情感宣泄、保守和自 

我依赖 5种应对方式的分值与应对能力均呈明显的 

负相关。但本研究显示 PCI患者术前应用乐观应对 

方式的分值与应对能力呈正相关(r=0．233，P< 

0．05)，与宿命应对方式呈负相关(r=一0．357，P< 

0．01)；CHD患者 PCI术后宿命、情感宣泄两种应对 

方式分值与应对能力呈负相关 (r=一0．341，P< 

J Ben gbu Med Col1，May 2011，Vo1．36，No．5 

0．01；r=一0．243，P<0．05)。采用乐观方式应对的 

患者能够以良好的心态面对疾病、积极配合治疗，其 

处理压力的内在自信心较强，故其应对能力也较强。 

宿命、情感宣泄等消极应对方式可表现为不主动寻 

求疾病相关信息、听天由命，甚至妥协，这两种应对 

方式在疾病急性期可能会减轻焦虑，但长期应用不 

利于康复。 

在 SOC的三个维度中，有意义性是 SOC的动机 

成分，也是三个维度中最重要的成分。有意义性高 

的个体认为生活是有意义的，来 自外界的应激和挑 

战是值得 自己付出时问和精力的。表 4显示 ，PCI 

患者术前的总体应对水平与 SOC的第三个维度有 

意义性呈正相关(r=0．250，P<0．01)，这表明 PCI 

患者有意义性越高，其总体应对水平也越高，这也有 

力支持了Antonovsky_3 的观点：个体对内在资源的 

认知评价影响了他们应对策略或方式的选择，更具 

体地说，心理一致感就是他们做出这些决策的内在 

资源  ̈ ，充分反映了应对作为影响应激反应结果 

的中间变量与身心健康的密切关系，使护理人员认 

识到良好的应对能力对 PCI术后患者康复的重要 

性，为临床医务人员特别是护理工作者在术前教育、术 

后护理及出院康复指导方面提供可靠的客观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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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立替康联合顺铂治疗晚期肺癌护理体会 

崔红青 

· 护 理 学 · 

[摘要]目的：探讨伊立替康联合顺铂用于晚期肺癌化疗的护理体会。方法：对22例晚期肺癌患者化疗开始前给予心理护理， 

做好药物知识的宣教，预防和减轻伊立替康毒性反应的发生。结果：22例均能耐受化疗，没有因毒性及不良反应而终止化疗 

者。结论：正确的化疗护理干预可以预防和减轻伊立替康毒性反应的发生，确保化疗计划的顺利进行，提高肺癌患者的治疗 

效果和生存质量。 

[关键词]肺肿瘤；伊立替康；顺铂；护理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R 7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献 报道 86％的肺癌患者确诊时已属晚期， 

失去了手术的机会，治疗主要采用以化疗为主的综 

合治疗。伊立替康是一种新型的抗肿瘤药物，其抗 

癌谱广，疗效显著。但其具有急性胆碱能综合征、延 

迟性腹泻、骨髓抑制等特殊毒性及不良反应。在使 

用过程中对护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2009年 5 

月至2010年 11月，我科应用伊立替康联合顺铂治 

疗晚期肺癌22例，通过精心护理，减少了伊立替康 

毒性反应的发生。现将护理体会作一报道。 

1．2 治疗方法 每天予伊立替康 80 mg，第 1、8、15 

天使用，加入生理盐水 100 ml中静脉滴注，避光， 

30～90 min内滴完。顺铂 120 mg分解在3～4天内 

应用，并分别加入生理盐水 250—500 ml中，静脉滴 

注2～3 h。用药前常规使用镇吐药。 

1．3 结果 主要毒性及不良反应表现为脱发、白细 

胞减少和恶心呕吐，发生率为 100％，发生急性胆碱 

能综合征 6例，腹痛、腹泻 9例。本组均能耐受化 

疗，没有因毒性及不良反应而终止化疗者。 

1 临床资料 2 护理 

1．1 一般资料 22例 中男 15例，女 7例；年龄 

35～72岁。均经病理学或细胞学检查确诊，均为中 

晚期且一线或二线药物化疗效果不佳的患者。化疗 

前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及心电图基本正常，Ps 

评分0—1分。22例在化疗前均无肠道炎症、肠梗 

阻或肠功能紊乱等伴发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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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心理护理 针对患者不同的心理状况，给予耐 

心细致的心理疏导，鼓励患者面对现实，同时向患者 

介绍新的治疗药物及方案；向患者及家属介绍本方 

案治疗药物的临床疗效以及用药过程中的注意事 

项，尤其是伊立替康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和紧急处 

理方法，使患者消除恐惧心理，稳定情绪，树立信心。 

指导患者制定化疗期间的食谱，使患者很好地配合 

医护人员完成规定的化疗。 

2．2 血管选择 由于伊立替康对血管刺激较大，加 

之顺铂需要适当水化，输液时间较长，因此在输液过 

三． 圳 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