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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行为干预结合预防性护理对冠心病住院患者的影响

范素梅,张摇 丽,刘锦凤

[摘要]目的:探讨认知行为干预结合预防性护理在冠心病住院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选取 120 例住院治疗的冠心病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n = 60)和观察组(n = 60),对照组仅进行常规治疗及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治疗及护理的同时

给予认知行为干预及预防性护理措施,观察并记录 2 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汉密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汉密顿抑郁量表

(HAMD)评分、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评分、心率异常患者例数、高血压患者例数、住院时间及治疗费用。 结果:治疗前,2
组冠心病患者各项临床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经过治疗后,2 组患者 HAMA 评分、HAMD 评分、ADL 评分均较

治疗前明显改善(P < 0. 01),心率异常患者及高血压患者例数均较治疗前例数减少(P < 0. 05),且观察组患者 HAMA、HAMD
和 ADL 评分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 < 0. 01);观察组患者的住院时间较对照明显缩短,治疗费用明显降低(P < 0. 01)。 结论:采
用认知行为干预预防性护理方案,能够明显减轻冠心病患者治疗过程中的焦虑、抑郁情绪,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患者临

床治疗与护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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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ect of the cognitive behavior intervention combined
with preventive nursing o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FAN Su鄄mei,ZHANG Li,LIU Jin鄄feng
(Department of Geriatric Medicine,The Huai忆a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Huai忆an Jiangsu 22300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the cognitive behavior intervention combined with preventive nursing o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ethods:One hundred and twent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n = 60) and observation group(n = 60). The control group were nursed with routine method,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nursed with the cognitive behavior intervention combined with preventive nursing based on the routine measure. The scores of the
HAMA,HAMD and ADL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and abnormal heart rate,hospitalization time and cost in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and recorded. Results:Before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 of the clinical index between two group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After treatment the scores of HAMA,HAMD and ADL in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 < 0. 01),the patient with hypertension and abnormal heart rate decreased(P < 0. 05),and the scores of HAMA,HAMD and ADL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hospitalization
time and cos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and lower(P < 0. 01). Conclusions:The cognitive behavior intervention
combined with preventive nursing can obviously alleviat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clinical treatment
and nursing effects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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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冠心病是冠状动脉血管发生粥样硬化病变而引

起的血管腔狭窄或阻塞,从而导致心肌缺血、缺氧或

坏死的一种心脏病[1]。 冠心病不仅对患者身心健

康造成极大损害,致使患者生活质量降低,而且严重

削弱了患者的临床治疗及护理效果,因此,冠心病患

者在住院治疗的同时还应该加强临床护理干预[2]。
认知行为干预是一种新兴的心理治疗方法,它是通

过改变患者思维和行为方式来改变不良认知,达到

消除不良情绪和行为的短程心理治疗方法[3]。 预

防性护理通过对患者可能出现的隐患风险进行预

测,从而选择最佳的护理措施,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提高治疗护理质量[4]。 本研究将认知行为干预结

合预防性护理工作应用于冠心病住院患者,取得良

好的临床效果,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 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 3 月

在我院心内科住院治疗的冠心病患者 120 例,随机

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 60 例。 观察组男 36 例,
女 24 例,年龄(55. 46 依 6. 98)岁;对照组男 29 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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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例,年龄(53. 14 依 5. 79)岁。 2 组患者性别、年龄

等一般资料差异均具有可比性。
入选标准:符合 1999 年国际心脏病学会和

WHO 制定的冠心病诊断标准;小学及以上文化程

度;无精神疾病、意识障碍、认知障碍;无严重脑血管

合并症;无其他系统严重疾病;存在不同程度的焦

虑、抑郁等负面心理状态;所有参试者均自愿签署同

意书,配合参加本次研究[5 - 6]。 排除标准:有严重视

听功能障碍的患者;无法正常沟通、不能独立完成心

理测试者[7]。
1. 2摇 护理干预方法摇 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及护理

干预,观察组进行常规治疗的同时给予认知行为干

预结合预防性护理。
认知行为干预:采用患者与研究人员一对一交

流的方式进行,主要包括合理情绪疗法和放松训练

两个方面。 (1)情绪疗法:在治疗过程中,医务人员

及时与患者沟通交流,根据患者不同的心理特征做

出正确的指导,帮助患者对疾病及治疗树立正确的

理解和认识,分析患者产生错误思维的原因及危害

性,从根本上改变患者不正确的看法和认识,让患者

感受到外界的关心和理解,进而消除他们的焦虑、抑
郁的负面情绪,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缩短治疗时

间[8];(2)放松训练:采用口头指导的方法,让患者

按研究者的指导语进行缓慢的深呼吸、全身肌肉放

松,尽量消除患者的心理焦虑抑郁和紧张[9]。 认知

行为干预从入院开始到出院结束,每 3 天进行 1 次,
每次 15 ~ 30 min,平均每例患者进行 4 次。

预防性护理:主要是针对患者在临床治疗过程

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时采取合理的护理措施,尽量

减少冠心病复发及相关并发症的发生。 护理工作人

员在护理过程中,多与患者沟通交流,了解患者的状

况,对患者治疗过程出现的问题及时采取合理的措

施,同时预测患者可能出现的问题,不断完善护理方

案,减少冠心病并发症的发生[10]。
1. 3摇 评价指标摇 采用汉密顿焦虑量表(HAMA)和
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对患者护理干预前后的焦

虑、抑郁情况进行评估,得分越高表示患者焦虑、抑
郁程度越严重;采用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对患

者护理干预前后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价,得分越高表

示患者生活质量越好;常规监测患者护理干预前后

的心率(HR)及血压(BP)情况,统计 HR 异常及高

血压患者的例数。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患者治疗前后临床指标比较摇 2 组患者在

治疗前 HAMA、HAMD、ADL 评分和 HR、BP 等指标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2 组患者治疗后,
HAMA、HAMD、ADL 评分等指标均较治疗前改善(P
< 0. 01),且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各项指标均优于

对照组(P < 0. 05 ~ P < 0. 01)(见表 1)。

表 1摇 2 组患者治疗前后临床指标比较

分组 n HAMA/ 分 HAMD/ 分 ADL / 分 HR 异常 / 例摇 高血压 / 例

治疗前(x 依 s)

摇 观察组 60 16. 21 依 5. 90 15. 00 依 5. 87 26. 70 依 4. 61 38 48

摇 对照组 60 16. 11 依 4. 98 14. 90 依 5. 23 25. 81 依 4. 80 40 47

摇 摇 — 0. 10 0. 10 1. 04 0. 15* 0. 05*

摇 摇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治疗后(d 依 sd)

摇 观察组 60 - 8. 98 依 2. 13 - 7. 64 依 1. 57 17. 50 依 3. 84 12 18

摇 对照组 60 - 4. 87 依 1. 24 - 3. 69 依 1. 12 9. 79 依 3. 15 23 30

摇 摇 t — -12. 92 - 15. 87 12. 02 2. 46* 5. 00*

摇 摇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5 < 0. 05

摇 摇 *示 字2 值

2. 2摇 2 组患者住院时间及费用比较摇 观察组患者

住院时间、各项费用及总费用均明显少于对照组(P
< 0. 01)(见表 2)。

表 2摇 2 组患者住院时间及费用比较(x 依 s)

分组 n 住院时间 / d 药费 / 元 检查费 / 元 其他费用 / 元 总费用 / 元

观察组 60 14. 56 依 0. 45摇 836. 87 依 11. 85 摇 659. 36 依 8. 93 410. 36 依 10. 34 2 658. 57 依 42. 65

对照组 60 28. 18 依 0. 63摇1 670. 23 依 35. 46 1 146. 78 依 13. 47 871. 78 依 8. 37 4 640. 81 依 35. 23

t — 136. 27 172. 68 233. 62 268. 67 277. 56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冠心病也

有了更深层的认识。 冠心病是一种身心疾病,社会

心理因素在冠心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

作用。 冠心病被世界公认为是一种最影响人类健康

的疾病之一,除了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之外,还会给

患者带来更多的负面情绪,比如焦虑、抑郁,从而导

致患者生活质量下降,临床疗效状况不佳及住院时

间延长等[11]。
为了满足大多数患者对冠心病护理的需求,我

院通过创建认知行为干预结合预防性护理的新型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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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模式,逐渐加强护理,提高了护理工作者的自主服

务意识和责任心。 整个护理过程中都要求每位护理

工作者以患者为中心,多与其进行沟通,主动关心患

者的日常生活,增强患者的自信心,倾听患者对护理

的需求,同时预见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

题,从而采取更加合理的护理方式[12 - 13]。 从本研究

结果来看,认知行为干预结合预防性护理方案,能够

显著减少患者治疗过程中焦虑和抑郁的发生,促进

HR 和 BP 的稳定,改善患者健康恢复情况及精神症

状,提高患者整体生活质量。 本研究数据显示,开展

认知行为干预结合预防性护理模式后患者的 ADL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说明这种认知行为干预结合

预防性护理模式有利于患者的身体恢复;另外,认知

行为干预结合预防性护理模式包含患者心理护理的

内容,显著改善了患者的心理状态,减缓了患者的治

疗心理压力,使患者对疾病的抗争能力增强,治愈的

自信心更高。 与对照组相比取得了更加满意的效

果,有力地证明了这种护理模式的可靠性及可行性。
综上所述,认知行为干预结合预防性护理模式

对冠心病的临床治疗具有非常有效的辅助作用,有
效改善了患者的心理状态,提高了患者的临床治疗

效果,同时提高了对医护工作人员的要求,也加强了

医院的护理工作建设,总体推动了冠心病的医疗发

展速度。 但是,冠心病的治疗和护理是一项非常艰

巨的任务,需要医护人员的不懈努力及患者家属的

全力配合。 认知行为干预结合预防性护理对策的研

究具有实际意义,值得进一步完善和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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