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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中医养生教育护理干预在老年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中的效果。方法：入选的 80 例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

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实施中医养生教育护理干预。观察两组生存质量和心功能改善情况。结

果:观察组患者护理干预后的的左室射血分数高于对照组护理干预后的的左室射血分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护理

干预后生理机能、躯体疼痛、一般健康状况、精力、社会功能、情感、精神健康方面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中医养生教育护理干预能够提高老年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生存质量，有助于改善患者心功能，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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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inese health education and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and the effect of. Methods: a total of 80 patients with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health 

educ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and survival qualit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heart function. Results: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of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of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difference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group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0.05).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of physiological function, physiological function, body pain, general health, energy, social function, emotional 

function, mental health scores were higher than thegroup of physiological function, physiological function, body pain, general health, 

energy, social function,emotional function,mental health score was statistically controll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alth education and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help to improve the heart function of patients, the effect is remark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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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血性心力衰竭是多种心脏疾病终末期而致的一种临床

综合征，此类患者除了给予有效的临床药物等治疗措施外，护

理干预特别是对疾病知识认知方面的干预尤为重要，除了西医

方面的护理干预外，中医方面的护理干预也尤为重要[1-3]。本文

选择我院老年充血心力衰竭患者，观察中医养生教育护理干预

的应用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入选 2011 年 12 月—2013 年 12 月期间住院的 80 例充血性

心力衰竭患者均为我院收治病例，符合诊断标准，同时排除不

能交流沟通患者、智力低下不能配合及完成医护操作患者、神

志不清患者、不愿意参加本实验项目患者。上述患者随机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患者 40 例中男性和女性患者分别为

22 例和 18 例，年龄平均为（65.3±4.6）岁；导致心力衰竭的

基础心脏疾病分别为冠心病患者 22 例，高血压心脏病患者 15

例，其他心脏疾病 3 例。对照组中男性患者女性患者分别为 23

和 17 例；平均年龄为（66.1±5.2）岁；导致心力衰竭的基础

心脏疾病分别为冠心病患者 21 例，高血压心脏病患者 16 例，

其他心脏疾病 3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相似或相同的治疗措施。对照组患者给予

一般西医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患者实施中医养生教育护理干

预：①中医养生教育护理内容包括患者的病房环境、饮食起居、

情志、运动等方面，让患者知道顺应四时、养神全形、调畅情

志对充血心力衰竭的影响，让患者了解防病于未然的中医养生

思想，提高患者对中医养生在充血心力衰竭方面的认知程度。

②中医养生教育形式：自制中医养生教育知识方面小册子向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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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发放；对患者进行中医养生教育和充血性心力衰竭结合起来

对患者进行集体讲座；根据患者对所讲知识理解程度，对患者

进行个体化讲解；在病房内张贴充血性心力衰竭相关的中医养

生知识，可以让患者在病房内随时学习。 

1.3 观察指标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均在护理干预前和护理干预后采用

SF-36 生存质量量表进行生存质量评分；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

对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和护理干预后的左室射血分数进行测

定，观察患者心功能在护理干预前后的改善情况。 

1.4 统计学处理 

在统计学软件 SPSS17.0 下进行统计学分析，均数比较采

用 t 检验，P＜0.05，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和护理干预后的心功能改善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和护理干预后的左室射血分数分

别为（42.3±3.1）%、（56.8±3.4）%；对照组患者护理干预前

和护理干预后的左室射血分数分别为（41.8±2.9）%、（44.7±

2.6）%。观察组患者护理干预后的的左室射血分数高于对照组

护理干预后的的左室射血分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和护理干预后生存质量改善情况比较 

观察组护理干预后生理机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一般

健康状况、精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方面评分均

高于对照组干预后生理机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一般健康

状况、精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方面评分，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生存质量评分比较   （ ） 

观察组 对照组 项目 

护理干预前 护理干预后 护理干预前 护理干预后 

生理机能 36.3±5.5 65.4±4.6 35.7±5.0 42.3±5.5 

生理职能 26.2±4.7 42.5±5.1 27.2±4.5 32.9±4.7 

躯体疼痛 28.5±6.3 44.2±5.0 28.3±3.7 33.4±3.9 

一般健康状况 27.6±6.5 44.7±4.4 28.6±5.6 32.7±4.3 

精力 31.4±5.8 66.8±4.1 30.3±6.3 41.3±4.8 

社会功能 27.5±5.9 46.4±6.0 27.5±3.3 39.6±3.7 

情感职能 32.2±6.4 67.5±3.8 33.3±4.6 42.3±4.5 

精神健康 58.1±7.7 78.1±8.5 57.5±8.1 65.3±7.4 

3   讨  论 

中医养生是我国独有的养生理论和养生方法，是经过实践

并应用于实际中的理论和方法。中医养生是对人体进行整体调

节，特别是能够与现代医学结合起来，发挥其独具特色且有效

的养生作用，使患者保持一种良好状态，利于患者疾病康复，

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充血性心力衰竭属于中医“肺胀”范畴，

此类患者的起居饮食、情志等因素影响到疾病的发展，让患者

了解相关方面的养生知识有助于减少诱发因素对充血性心力

衰竭病情影响，有助于改善患者情志对疾病影响，提高其生存

质量[4-7]。本研究中，观察组实施中医养生教育护理干预，观察

组的生存质量评分结果优于对照组，观察组干预后的左室射血

分数高于对照组，说明中医养生教育护理干预能够提高老年充

血性心力衰竭患者生存质量，有助于改善患者心功能，效果显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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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 

充血性心力衰竭的中医护理效果 

目的：探讨对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采用中医护理获得的临

床效果。方法：选取我院 2011 年 3 月—2013 年 3 月充血性心

力衰竭患者 102 例，通过随机数表法将所有充血性心力衰竭患

者分为 C1 组（观察组 51 例）与 C2 组（对照组 51 例）。C2

组给予常规护理；C1 组给予中医护理。对比两组充血性心力

衰竭患者完成护理获得的临床效果。结果：在患者护理质量评

分、焦虑情绪评分以及抑郁情绪评分方面，C1 组显著高于 C2

组患者（P<0.05）；在患者临床护理满意度方面，C1 组明显高

于 C2 组患者（P<0.05）。结论：针对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对

其实施中医护理后，患者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并且可以有效

地避免呼吸道感染的情况。实施心理护理以及饮食调理后，患

者的临床症状表现亦可得到显著的缓解，在提高患者的生活质

量方面表现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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