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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心力衰竭（心衰）是老年人中常见病、多发病，为各

种心脏疾病的终末阶段，近年来该病的发病率正呈现逐年增

加的趋势。在发达国家，成人患病率大约 1%～2%，大于 70

岁人群发病率超过 10%［1］；慢性心衰患者 5 年生存率不及

50%，且需要频繁住院［2-3］，患者生活质量明显下降，也对心

理造成很大的影响。本研究对 44 例老年慢性心衰患者利用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和纽约心脏病协会（NYHA）

心功能分级，从心理角度研究个体化心理干预对患者治疗效

果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入选和排除标准 ：按照 2012 年欧洲心脏病学会心

衰的诊断治疗指南［4-5］入选患者。排除合并有恶性肿瘤、语

言障碍、意识障碍、理解能力过差不能进行良好沟通，及不能

保持随访的患者。

1.2 病例资料 ：选择 2012 年 6 月至 2013 年 6 月本院收治

的 44 例慢性心衰患者，其中男性 24 例，女性 20 例 ；平均年

龄（68.5±3.2）岁。将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干预组（24 例）

和对照组（20 例）。两组性别、年龄、合并症等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均 P＞0.05），有可比性。

1.3 心理个体化干预措施

1.3.1 取得信任 ：由专人接待患者，耐心与患者进行沟通，

在进行 HAMD 评分时，注意查看患者各项评分所占比重，明

确患者的主要心理方面问题，制定针对性的方案。

1.3.2 心衰宣教 ：每周三下午为干预组每例患者进行 20～ 

30 min 的疾病知识普及教育，使患者全面了解心衰病症，学

会自我检测，在心理上消除对疾病的恐惧。

1.3.3 个体化指导 ：在进行 HAMD 评分时发现，两组患者

的躯体性焦虑分值普遍较高，存在焦虑的生理症状和身体症

状。针对这一现象，对干预组患者进行情绪疏解，对情绪低

落者及时进行耐心劝导和鼓励，注意尊重患者人格，相信患

者主诉，确认其痛苦，鼓励患者表达消极的情绪，并做好开导

工作。鼓励家属与患者交谈并陪伴，让患者感到舒适、安全。

1.4 观察指标及方法 ：于入院第 1 个 24 h 和就诊后第 7 周

对所有患者完成 HAMD 评分和 NYHA 心功能分级评定。

1.4.1 HAMD 量表评分 ：本量表为频度量表，有 24 项，按具

体症状出现的频度分为 0～4 分。评分越高表明相应表现越

频繁。由 2 名评定员对患者进行联合检查和测评，一般采用

交谈和观察的方法，待检查结束后，2 名评定员独立评分。

1.4.2 心功能的评估 ：利用 NYHA 分级评定心功能状态。

1.5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11.5 统计软件处理数据 ；计量

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行 t 检验 ；计数资料行

χ2 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 HAMD 评分比较（表 1）：两组入组时 HAMD 评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心理干预 7 周后，两组均明显降低，且

以干预组的降低更显著（均 P＜0.05）。

2.2 两组心功能比较（表 1）：两组就诊 7 周后心功能Ⅲ～Ⅳ

级的患者数均明显低于入院时（均 P＜0.05）；但两组治疗 

7 周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两组患者 HAMD 评分及 NYHA 心功能
Ⅲ～Ⅳ级分级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HAMD 评分（例） 心功能Ⅲ～Ⅳ级（例）

入院时 治疗 7 周后 入院时 治疗 7 周后

对照组 20 30.98±3.01 28.65±5.76 a 17 3 a

干预组 24 29.06±2.94 11.24±4.62 ab 19 4 a

注 ：与本组入院时比较，aP＜0.05 ；与对照组比较，bP＜0.01

3 讨 论

 慢性心衰患者伴情绪障碍的发生机制尚不清楚，可能与

遗传、生化、生理和社会等多种因素相关，神经生化、神经内

分泌和神经解剖进展有助于解释生物学机制。如卢亮和厉

伟民［6］研究显示，心衰患者循环血中皮质醇浓度严重低下，

仅为生理低限的 1/3，小剂量糖皮质激素治疗可提高机体细

胞应激反应能力，改善药物疗效，提高患者生存率。又如下

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皮质轴和交感神经系统功能过度激活，

可增加心律失常和心脏性猝死的发生［7］。对慢性心衰的治

疗除西医药外，中西医结合是一种好方法，同时要进行心理

干预和调适，本课题组前期的研究结果表明，芪苈强心胶囊

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难治性心衰患者可改善其近远期临床

症状和心功能，提高生活质量［8］。还有研究表明，在心理护

理基础上给予镇静剂，可降低 ICU 进行心肺复苏（CPR）时

临床清醒危重患者的机体应激程度［9］。

 患者过多的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容易造成老年慢性心

衰患者的心理障碍，导致机体整体调节功能减弱和抗病能力

下降。利用 HAMD 对心理状态进行评分，在神经系统疾病

的康复观察中多有报道，如王珩和李平［10］曾利用 HAMD 评

分对急性脑卒中患者康复过程中心理功能的恢复进行了研

究。但目前利用 HAMD 评分对老年慢性心衰患者的心理干

预方面的研究少有报道。本研究发现，通过对老年慢性心

衰患者的心理干预，在治疗 7 周后明显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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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但短期内对心功能方面的影响尚未发现明显的改善，考

虑可能与干预时间、随访时间较短有关，缺少长期干预随访

的资料。期待在今后的研究中，关注长期心理干预对心功能

改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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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常用的不需要标注中文的缩略语（一）

盲肠结扎穿孔术（cecal ligation and puncture，CLP）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DIC）

免疫复合物（immune complex，IC）

内皮素 -1（endothelin-1，ET-1）

尿素氮（blood urea nitrogen，BUN）

平均动脉压（mean arterial pressure，MAP）

气道峰压（peak inspiratory pressure，PIP）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systemat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

热休克蛋白（heat shock protein，HSP）

三磷酸腺苷（adenosine triphosphate，ATP）

三酰甘油（triglyeride，TG）

社区获得性肺炎（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CAP）

医院获得性肺炎（hospital acquired pneumonia，HAP）

用力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FVC）

糖皮质激素（glucocorticoid，GC）

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

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

天冬氨酸转氨酶（aspartate transaminase，AST）

外周血管阻力指数（systemic vascular resistance index，SVRI）

细胞外基质（extraeellular matrix，ECM）

心肺复苏（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CPR）

心肌肌钙蛋白 T（cardiac Troponin T，cTnT）

心排血量（cardiac output，CO）

心排血指数（cardiac index，CI）

中心静脉压（central venous pressure，CVP）

序贯器官衰竭评分

 （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SOFA）

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angiotensin receptor blocker，ARB）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ACEI）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

血管平滑肌细胞（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VSMC）

血红蛋白（hemoglobin，Hb）

血小板分布宽度（platelet distribution width，PDW）

血小板平均容积（mean platelet volume，MPV）

血小板压积（plateletcrit，PCT）

血液灌流（hemoperfusion，HP）

压力支持通气（pressure support ventilation，PSV）

同步间歇指令通气

 （synchronized intermittent mechanical ventilation，SIMV）

氧合指数（oxygenation index，OI，PaO2/FiO2）

吸入氧浓度（fractional inspired oxygen concentration，FiO2）

一氧化氮合酶（nitric oxide synthase，NOS）

早期目标导向治疗（early goal-directed therapy，EGDT）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BALF）

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

肾间质纤维化（renal interstitial fibrosis，RIF）

终末期肾疾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ESRD）

体外冲击波碎石（extracorporeal shockwave lithotripsy，ESWL）

肿瘤坏死因子 -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

重症急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AP）

转化生长因子 -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

总胆红素（total bilirubin，TBil）

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

 （tissue-type plasminogen activator，t-PA）

左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