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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护理在老年冠心病合并衰弱患者中的应用
许秀萍1，郭子静2，焦焕2，徐威2
【摘要】目的 探讨精细化护理在老年冠心病合并衰弱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2019年6月至
2019年12月于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心内科住院治疗的老年患者115例，随机分为对照组（n=57）
和观察组（n=58），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给予精细化护理，观察两组患者入组当天、出院后4
周、12周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平衡步态量表、认知功能量表、老年抑郁量表评分的变化，比较两组
患者心绞痛再发及再住院情况。结果 出院12周观察组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老年抑郁量表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出院12周观察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简
易智能量表评分较入组时明显提高（P＜0.05），老年抑郁量表评分明显下降（P＜0.05）；观察组心绞
痛再发及再住院率均低于对照组，但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 精细化护理有助于改善老年
冠心病患者衰弱情况，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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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effectiveness of fine nursing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 complicated by asthenia. Methods The elderly patients (n=115) were chosen from Department of
Critical Care Medicien in the Seventh Medical Center of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from June 2019 to Dec. 2019,
and divided randomly into control group (n=57) and observation group (n=58).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and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fine nursing. The score changes of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 scale,
balance gait scale, cognitive function scale and 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 (GDS) were observed in 2 groups at the day
of grouping and after discharged for 4 weeks and 12 weeks. The re-attack of angina pectoris and re-hospitaliza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2 groups. Results The scores of ADL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5), and scores of GD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P<0.05) in observation group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after discharged for 12 weeks. The
scores of ADL and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0.05), and scores of GD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5) in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discharged for 12 weeks compared with those at the day of
grouping. The incidence rate of angina re-attack and re-hospitalization rate were lower in observation group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The fine nursing is conducive
for relieving asthenia in elderly CHD patients and improves their living quality.
[Key words] Fine Nursing; Elderly patients;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sthenia

衰弱是一种多维度的老年综合征，指随年龄
增长老年人逐渐出现的多系统功能减退、生理储
备下降以及应激能力易损 [1]，可导致患者生活质
量下降、残障、再住院率增加、死亡率增加等不
良预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
作为老年患者的常见病及多发病之一，与衰弱相
互关联。据报道，老年冠心病患者衰弱发生率达
48.5%~79.0%[2-4]，冠心病合并衰弱患者病死率是
非衰弱患者的2倍[5]。精细化护理是近年来新兴的
临床护理模式，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对各个环节
作者单位：1 100700 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重症医
学科;2 100700 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心内科
通讯作者：徐威,E-mail:bjxw0118@sina.com
doi：10.3969/j.issn.1674-4055.2020.10.26

进行精细管理，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改善生活
质量。本研究采用精细化护理对老年冠心病合并
衰弱患者进行院内、出院后指导及随访评估，旨
在探讨其在临床中的应用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连续入选2019年6月至2019年12月
于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心内科住院治疗的
老年患者115例，其中男性67例，女性48例。入
选标准：①年龄≥65岁；②经冠状动脉（冠脉）
造影明确诊断冠心病或既往有典型心绞痛症状
或既往有明确陈旧性心肌梗死病史；③采用7分
制的加拿大健康与老化研究临床衰弱量表 [6]进行
衰弱评估，≥5分诊断为衰弱，分数越高其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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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越重，选取5分、6分的患者；④自愿参加本
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读写及
认知功能障碍，无法进行交流者；②临床资料不
完整者。所有入组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两组，对照组57例，观察组58例，两组患者在性
别、年龄、体质指数、住院天数方面等比较均无
统计学差异，具有可比性（P＞0.05）。
1.2 研究方法 由1名护士长、4名责任护士、2名
主管医生组成研究小组，研究前对小组成员进行
系统培训，包括健康教育、用药指导、心理指
导、随访评估内容等。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及疾病相关健康教育，
并分别于入组当天、出院后4周、出院后12周进
行随访评估。评估内容包括：①日常生活能力：
采用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Barthel指数）；②
平衡步态：采用Tinetti平衡与步态评估量表；③
认知功能：采用简易智能量表（MMSE）；④精
神状态：采用老年抑郁量表（GDS）。
干预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增加精细化护理，
对患者从入组到出院后的各个环节进行精细化管
理，分别于入组当天、出院后4周、出院后12周
进行随访评估，评估内容同对照组。精细化护理
内容包括：住院期间和出院后护理。住院期间护
理包括：①对患者进行全面评估，包括日常生活
能力、日常活动、疾病情况、心理状态、对自身
疾病了解情况等，耐心回答患者提出的问题，减
少其不良情绪；②针对患者存在的问题进行个体
化指导，包括协助吃饭、如厕、沐浴、刷牙，加
强用药指导、健康饮食教育，鼓励患者在他人帮
助下进行适度活动，告知活动中的注意事项，鼓
励与家属交流。出院后护理：①出院后每2周通
过电话或门诊对患者进行专人指导，主要针对出
院后日常活动、日常生活、心理等方面出现的问
题进行解答和指导；②告知家属日常护理的注意
事项，协助患者日常生活及用药等的方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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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定期探望，多与患者交流，患者出现不良情
绪时及时疏导等。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
表评分、平衡步态评分、认知功能评分、抑郁量
表评分的变化。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评分、平
衡步态评分、认知功能评分越高说明患者独立性
越好、平衡及步态能力越好、认知功能越好，抑
郁量表评分越低说明患者精神状态越好。同时观
察两组患者出院后心绞痛再发及再住院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3.0软件包进行数据分
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 ±s）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各项评估结果比较 入组当
日及出院后4周两组患者各项评估结果无明显差
异。出院12周观察组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
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老年抑郁量表评
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出院12周观察
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简易智能量表评分较
入组时明显提高（P＜0.05），老年抑郁量表评
分明显下降（P＜0.05），表1。
2.2 两组患者出院后心绞痛再发、再住院情况比较
出院后观察组心绞痛再发及再住院率均低于对照
组，但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表2。
3 讨论
衰弱的核心特点是多个生理系统功能储备的
下降，随年龄增长、共病增加、合并用药增多等
多种原因造成生理系统功能储备下降越明显，即
越衰弱。衰弱与冠心病患者的短期预后、死亡率
和长期住院率密切相关，衰弱患者更易出现死亡
和再发心肌梗死，其血运重建、住院、严重出血
的风险增加[7-9]。其原因可能与心理压力增加、体
力活动受限、随年龄增长肌肉质量下降等多种因

表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各项评估结果比较（分， x ±s）
时间
入组当日

出院4周

出院12周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P值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P值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P值

例数
57
58

57
58

57
58

Barthel指数
66.47±19.72
67.02±18.29
-0.16
0.88
68.37±18.41
69.29±17.02
-0.28
0.78
67.61±16.29
74.31±17.36a
-2.13
0.04

Tinetti评分
16.32±6.71
16.29±7.08
0.03
0.98
16.47±5.96
17.28±6.19
-0.72
0.48
15.98±6.92
18.36±6.16
-1.69
0.09

MMSE评分
16.92±7.16
15.49±8.32
-1.00
0.33
17.19±6.97
17.37±7.18
0.14
0.89
16.52±7.41
19.02±7.21a
1.83
0.07

GDS评分
13.78±7.04
14.24±6.96
-0.35
0.73
14.25±6.41
12.17±6.12
1.78
0.08
14.69±7.35
11.30±5.08a
2.88
0.01

注：Barthel指数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Tinetti为平衡与步态评估量表，MMSE为简易智能量表，GDS为老年抑郁量表；与本组患者入
组当日比较，a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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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患者出院后心绞痛再发、再住院情况比较（n，%）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χ2 值
P值

例数
57
58

心绞痛再发
10（17.54）
6（10.34）
0.27
0.30

再住院
15（26.32）
9（15.52）
0.15
0.18

素有关[10-12]。通过评估工具加强对老年冠心病患
者衰弱的评估，早期发现并及时有效干预，对防
止不良结局具有重要意义。
常规护理主要是以疾病为目标的护理方式，
且更倾向患者住院内的护理，对患者出院后的疾
病情况以及日常生活、不良情绪不能进行针对性
护理，精细化护理可在病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科
学的细化护理，做到以患者为中心，利于提高治
疗依从性和生活质量。本研究中对冠心病合并衰
弱患者进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平衡步态、认知
功能、精神状态四方面评估，针对具体细节给予
精细化护理，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精细化护
理组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精神状态均有明
显改善。本研究同时观察了两组患者再发心绞痛
及再住院情况，精细化护理组再发心绞痛、再住
院均低于对照组，但未达到统计学差异，推测与
样本量偏少、观察时间短有关，其远期临床应用
价值仍需进一步观察。
综上所述，衰弱对评估老年冠心病患者预后
有重要价值，早期识别衰弱并合理干预可能改善
患者预后，精细化护理对冠心病合并衰弱患者来
说是一种有效的护理方式，具有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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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术后5年死亡率高于搭桥手术！JAMA子刊23项随机试验分析
死亡率是比较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和搭桥手术疗效的常用
研究终点，是选择全因死亡率还是心脏性死亡率作为研究终
点？目前仍存在争议。因为非心脏性死亡率与治疗无关。
近期，JAMA子刊发表的一项纳入23项随机临床试验的
Meta分析提示，与搭桥手术相比，支架术后5年全因死亡、
心脏性死亡和非心脏性死亡率均较高。
作者认为，介入术后的非心脏性死亡可能与手术或
术后管理有关，支持将全因死亡率作为心肌血运重建试验

风险增加的原因，目前尚不完全清楚。
研究者分析，可能包括严重出血事件（通常被认定为
非心脏性），或者在接受双抗期间，患者出现创伤或其他
急性事件时，出血相关死亡率更高。
另一种解释是，心脏性死亡被错误认定为非心脏性死
亡。在该分析中，与裸金属支架相比，接受药物洗脱支架
的患者与搭桥手术相比，全因和非心脏死亡率均更高，但
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的研究终点。该研究首次比较了介入和搭桥的各种死亡原

该研究结果对今后比较两种血运重建方式的随机对照

因的差别。研究显示，与搭桥手术相比，介入治疗的患者

试验具有一定意义。根据这项研究结果，使用心脏死亡率

全因死亡增加了17%，心脏性死亡增加24%，非心脏死亡

就排除了那些实际上与手术相关的死亡。研究纳入23项试

19%。研究表明，介入治疗和搭桥术后第一年的死亡原因主

验13 620例患者，6829例接受介入治疗，6791例接受冠状动

要是心脏性死亡，其后则是非心脏性死亡。

脉搭桥术，年龄60~71岁。平均随访5.3年。

心脏性死亡的常见原因包括心源性休克、心衰、支架

来源：Overall and Cause-Specific Mortality in Randomized

血栓形成、出血、冠脉夹层、恶性心律失常和猝死，而癌

Clinical Trials Comparing Percutaneous Interventions With

症、败血症、出血和血管、肺和/或肾脏疾病是非心脏病死

Coronary Bypass Surgery: A Meta-analysis. JAMA Intern Med.

亡的最常见原因。至于接受介入治疗的患者非心脏性死亡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12, 2020.
【网络转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