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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考察基于微信平台的管理模式对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疾病不确定感和焦虑抑郁情绪的改善效果遥

方法 将 2017 年 6要12 月我院诊治的 80 例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袁每组各 40 例袁对照组
采用常规健康教育模式袁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应用微信平台健康教育模式袁均干预 12 周袁比较两组干预

前后的疾病不确定感评分尧抑郁自评量表渊SDS冤评分和焦虑自评量表渊SAS冤的评价结果遥 结果 干预前袁两组患
者复杂性尧不明确性和疾病不确定感评分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经干预后袁两组患者复杂性尧不明确
性和疾病不确定感评分均显著降低袁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渊P<0.05冤曰干预前袁两组患者 SDS 评分和 SAS 评分
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经干预后袁两组患者 SDS 和 SAS 评分均显著降低袁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
渊P<0.05冤遥 结论 微信平台的健康管理模式能改善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的疾病不确定感尧焦虑和抑郁程度遥
[关键词] 急性冠脉综合征曰疾病不确定感曰微信曰焦虑抑郁
[中图分类号] R47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渊2021冤04-0176-04

Effect of patient management model based on Wechat platform on im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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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he patient management mode based on Wechat platform on improving

the uncertainty of disease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patients with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Methods A total of 80
patients with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diagnosed and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to December 2017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n=40) and the control group(n=40).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he conventional

health education mod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the Wechat-based health education mode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All patients were intervened for 12 weeks. The scores of uncertainty in disease,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 and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鄄

sults Before interven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cores of complexity, uncertainty and disease uncer鄄

taint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scores of complexity, uncertainty and uncertainty of dis鄄
ease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Before interven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SDS score and SAS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scores of SDS and SAS in both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Wechat-based health manage鄄
ment model can improve the degree of uncertainty,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patients with acute coronany syndrome.
[Key words]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Uncertainty in disease; Wechat; Anxiety and depression

急性冠脉综合征渊Acute coronary syndrome袁ACS冤

窒息感甚至晕厥等症状[1-2]遥 美国心理护理专家 Mishel

临床主要表现为间断性或持续性的胸骨后剧烈疼痛袁

示袁疾病不确定感与患者的信息缺乏具有一定的相关

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最为严重的发病形式袁
呈烧灼感或紧缩压榨感袁伴有呼吸困难尧恶心尧出汗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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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988 年提出疾病不确定感理论袁 临床调查研究显
性[3-4]遥 介入治疗在治疗 ACS 上效果较好袁术后的健康
教育也十分重要袁传统的疾病健康教育方式消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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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物力较大袁难以长期实施袁因此亟需探讨新型的健

2 名护师袁其中 1 名主管护师和主治医师具有心理咨

拟考察基于微信平台的管理模式对 ACS 患者疾病不

心理相关问题的解答曰另外 3 名成员负责微信平台的

康教育方式以改善 ACS 患者的疾病不确定感袁本研究
确定感和焦虑抑郁情绪的改善效果袁现报道如下遥

询师资质袁主要负责发布 ACS 心理相关知识及患者

发布袁ACS 健康教育内容的编辑及发布尧 资料的整理

等曰于申请微信公众号袁名称为野胸科心内冶袁患者入组
1 资料与方法

后向患者发放印有二维码尧群号尧使用说明的卡片曰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6要12 月在我院诊治的 80 例 ACS

患者袁其中男 51 例袁女 29 例袁年龄 23耀72 岁袁平均

渊51.73 依10.83冤 岁 袁 不 稳 定 型 心 绞 痛 渊unstable angina

pectoris袁UAP冤22 例尧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渊Non-ST
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袁NSTEMI冤17 例

和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渊ST segment elevation myo鄄
cardial infarction袁STEMI冤41 例遥 纳入标准院淤符合中
华医学会心血管学分会制定的叶非 ST 段抬高型急性

冠状动脉综合征诊断和治疗指南渊2016冤曳[5] 中 ACS 的
诊断标准者曰于患者或家属拥有智能手机袁且会使用
微信曰盂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者曰榆患者

盂每天为患者发布健康教育内容袁主要包括 ACS 的
基本概念尧介入治疗的有效性尧药物尧饮食尧排便及早
期康复的注意事项曰榆参照病房的服药时间渊上午

8:00尧中午 12:00 和下午 18:00冤微信群定时发送服药
提醒袁根据出院时间袁对满一个月的患者发出门诊复

查提醒曰虞小组成员每天早 9:00 至下午 16:00 为患者
提供在线咨询服务袁私密问题进行微信私聊袁保护患

者的隐私曰愚每半个月小组成员进行线下讨论袁不断
改进工作袁保证微信平台科学有效地进行遥 全部患者
均干预 12 周遥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淤疾病不确定感评分

院Mishel 疾病不确定感量

[7]

及家属知情并同意遥 排除标准院淤肝肾功能严重异常

表 渊Mishel uncertainly in illness scale袁MUIS -A冤 共 计

虞不能正常沟通者曰愚妊娠及哺乳期女性遥 纳入患者

为非常同意尧同意尧不确定尧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袁分

者[6]曰于恶性肿瘤者曰盂精神疾病者曰榆脑血管疾病者曰
采用信封法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袁每组各 40 例袁

两组性别尧年龄尧家庭月收入尧疾病类型尧付费方式一般
资料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见表 1遥

性别渊男冤[n渊%冤]

观察组渊n=40冤 对照组渊n=40冤 字2/t 值
27渊67.50冤

年龄渊x依s袁岁冤
51.43依11.42
家庭月收入渊元冤[n渊%冤]
臆3000

3001耀5000

5001耀10000

疾病类型[n渊%冤]

0.644

3渊7.50冤

2渊5.00冤

0.581

0.446

8渊20.00冤

农村合作医疗
医保

0.798

0.213

NSTEMI
自费

0.257

0.485

12渊30.00冤

13渊32.50冤

付费方式[n渊%冤]

52.03依9.39

0.487

P值

9渊22.50冤

28渊70.00冤

UAP

STEMI

24渊60.00冤

26渊65.00冤

0.228

0.633

9渊22.50冤

1.003

0.317

9渊22.50冤

0.075

0.785

19渊47.50冤

22渊55.00冤

4渊10.00冤

5渊12.50冤

0.125

0.723

23渊57.50冤

0.051

0.822

14渊35.00冤
22渊55.00冤

12渊30.00冤

别计 5尧4尧3尧2尧1 分袁 该量表包括复杂性因素条目 10 条
和不确定性因素条目 15 条袁 高水平为 93耀125 分尧中

等水平为 59耀92 分尧低水平为 25耀58 分袁分数越高表

示患者的不确定感评分越高袁量表 Cronbach忆s 琢 系数

为 0.859耀0.868曰 于抑郁自评量表 渊Self-rating depres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指标

25 个条目袁 每个条目均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方法袁分

0.450

0.228

0.502

0.633

sion scale袁SDS冤和焦虑自评量表渊Self-rating anxiety

scale袁SAS冤分数越高表示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状况越严
重袁61耀70 分提示为中度抑郁和焦虑袁50耀60 分提示为
轻度焦虑和抑郁袁<50 分提示为正常[8]遥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处

理袁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依标准差渊x依s冤表
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曰计数资料以[n渊%冤]表示袁采
用 字2 检验袁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疾病不确定感评分比较
干预前袁两组患者复杂性尧不明确性和疾病不确
定感评分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经干预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健康教育模式袁对患者及家
属进行宣教袁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应用微

信平台健康教育模式袁淤组建微信平台小组袁由 5 名
成员组成袁主要包括 1 名主治医师尧2 名主管护师和

后袁两组患者复杂性尧不明确性和疾病不确定感评分
均显著降低袁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2遥

2.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心理状况评分比较
干预前袁两组患者抑郁和焦虑自评量表评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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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疾病不确定感评分比较渊x依s袁分冤

组别

n

观察组

40

对照组
t值

40

复杂性评分
干预前

32.92依6.24
32.83依6.83
0.062
0.951

P值

干预后

不明确性评分
t值

P值

干预前

21.44依3.90 9.867 0.000 57.91依9.10
25.90依3.12 5.837 0.000 58.32依9.31
5.648

0.199

0.000

疾病不确定感评分

干预后

t值

48.22依8.34

5.111

P值

干预前

干预后

t值

P值

40.24依6.28 10.108 0.000 90.83依12.48 61.68依8.93 12.014 0.000
4.834

0.843

0.000 91.15依11.63 74.12依7.92 7.655

0.000

0.119
0.906

6.592

0.000

0.000

表 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心理状况评分比较渊x依s袁分冤
组别

n

观察组

40

对照组
t值

40

干预前

48.92依7.15

35.56依6.61

0.129

5.081

48.70依8.12
0.898

P值

SAS 评分

干预后

42.98依6.45

t值

8.678
3.489

P值

0.000
0.001

0.000

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经干预后袁两组患者
抑郁和焦虑自评量表评分均显著降低袁且观察组显著
低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3遥
3 讨论

ACS 占冠心病患者的 30%耀40%袁具有病情凶险尧

致残尧致死率高等特点袁是冠心病中较为严重的类型袁
也是近年来心血管疾病研究的热点问题袁患者在诊治
过程中由于对于疾病不甚了解袁常产生焦虑尧紧张尧抑
郁等不良情绪遥 疾病不确定感属于认知范畴袁是指由
于缺乏与疾病有关事物的能力袁尤其是对于威胁生命
的疾病袁常伴随着疾病不确定感袁患者多缺乏对疾病
的正确认知袁再加上长期遭受疾病折磨袁患者易产生
焦虑尧恐惧及抑郁等不良情绪袁影响临床治疗效果及

患者预后[9-10]遥 疾病不确定感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影
响患者的临床效果院淤疾病不确定感是一种心理应激
源袁 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患者应对疾病的信心和能
力曰 于疾病不确定感可给患者带来严重的心理负担袁

导致患者缺乏自信袁情绪低落袁产生焦虑抑郁等消极

干预前

45.47依8.24

33.11依5.06

0.131

5.632

45.71依8.11
0.896

胁袁同时也可以转变为契机袁常规健康教育模式缺乏

针对性和系统性袁仅通过口头宣教袁形式较为单一袁难

淤便捷性院患者接收信息不受时间尧地点限制袁更为便

捷曰于经济性院医护人员投入的人力尧物力和精力相对
较少袁不需要进行电话随访尧家访等需要占用医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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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

病不确定感评分均显著降低袁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
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结果显示袁经干预
后袁两组患者抑郁和焦虑自评量表评分均显著降低袁且
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
提示微信平台的健康管理模式能改善 ACS 患者的焦
虑和抑郁程度遥
综上所述袁微信平台的健康管理模式能发病 ACS
患者的疾病不确定感尧焦虑和抑郁程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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