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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体位护理对早期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心脏机能的影响分析*    

郝永红,秦娅丽,王 红,韩 蓉,王 璞△

(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心内科,西安 710038)

摘要 目的:研究针对性体位护理对于早期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心脏机能的影响。方法:选取2015年3月至2016年3月

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心内科重症监护室(CCU)收治的早期AMI患者88例,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44例。
观察组予以针对性体位护理,对照组予以常规45°半卧位护理,对比两组在平卧位10min(T0)、半卧位即刻(T1)、1min(T2)、2
min(T3)、5min(T4)及10min(T5)时心率(HR)变化量(△HR)、平均动脉压变化量(△MBP)、心肌耗氧量(△D-P)、心率变异

性(HRV)、QT离散度变化量(△QTd)及校正 QT离散度变化量(△QTcd)。结果:T1、T2时间点,观察组的△HR、△MBP均

显著低于对照组(均P<0.05);T1~T5各时间点,观察组的△D-P均低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各

时间点的△SDNN、△RMSSD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均P<0.05);在T0~T2、T2~T3时间段,观察组的△QTd及△QTcd均显

著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住院3d内失眠、焦虑、排尿困难、便秘及腰背酸痛发生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均P<
0.05)。结论:针对性体位护理能够安全、有效地保护早期AMI患者的心脏机能,减少不适症状,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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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心肌 梗 死(acutemyocardialinfarction,
AMI)为临床常见的心血管急危重症,是指因持久而
严重的心肌缺血所致的部分心肌急性坏死[1]。既往
观点认为,AMI患者在发病后平卧休息1~2周有
利于减轻心脏负荷,降低心肌耗氧量(myocardial
oxygenconsumption,MVO2)。但长期临床实践发
现,早期AMI患者长时间平卧休息可出现胃肠道不
适、负性情绪、腰背酸痛等不适症状,并可导致运动
耐力降低、血栓形成等并发症[2]。体位护理是临床
护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合理的体位护理对对疾
病治疗、临床症状改善及并发症预防具有重要意义。
临床研究发现,对早期AMI患者实施半卧位护理能
够更好地减轻其不适症状,且能减少相关并发症发
生,但关于心脏机能的影响缺乏动态观察,具体作用
尚不完全明确。本研究对早期 AMI患者开展针对
性体位护理,探讨其对患者心脏机能的影响,以期为

AMI早期临床护理提供参考依据,现将结果报道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5年3月至2016年3月西安医学院第

二附属医院心内科重症监护室(CCU)收治的早期

AMI患者88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
组与对照组,每组44例。观察 组 中 男31例,女
13例;年龄52~75岁,平均(60.12±4.34)岁;ST
段抬高部位:前壁和前间壁18例,广泛前壁11例,
下壁9例,高侧壁6例;治疗方式:保守治疗20例,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24例;Killip分级:
Ⅰ级37例,Ⅱ级7例。对照组中男33例,女11例;
年龄50~75岁,平均(61.19±3.89)岁;ST段抬高
部位:前壁和前间壁21例,广泛前壁10例,下壁

8例,高侧壁5例;治疗方式:保守治疗21例,PCI
23例;Killip分级:Ⅰ级39例,Ⅱ级5例。两组患者
年龄、性别、病情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P>0.05),具有可比性。
1.2 病例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1.2.1 病例纳入标准 (1)AMI诊断均符合美国
心脏病协会和美国心脏病学院(AHA/ACC)制定的
标准[3]及中华医学会2008年制定的《临床诊疗指
南》诊断标准[4];(2)发病时间<12h;(3)心脏功能

Killip分级为Ⅰ~Ⅱ级;(4)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并获得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1.2.2 病例排除标准 (1)经股动脉穿刺PCI治疗
者;(2)合并心原性休克、心律失常、肺水肿等其他严
重心、肺疾病者;(3)合并腰椎骨折等不耐受半卧位
者;(4)有酒精或药物依赖史者;(5)合并语言、视听、
认知功能障碍及精神障碍者。
1.3 方法

1.3.1 对照组 予以 AMI常规急救护理措施,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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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高流量吸氧、药物治疗、诊疗护理、病情监护等。
患者在发病12~24h内予以45°半卧位护理措施,
于入院第3天转变为床旁坐位练习,并逐渐增加活
动量。
1.3.2 观察组 在 AMI常规急救护理基础上,予
以针对性体位护理。(1)体位变换前准备:患者病床
为手控电动式床,并可任意在0~90°调整;向患者及
其家属介绍体位变换的目的和意义,争取患者的理
解和配合。嘱患者及其家属切勿在无人协助情况下
擅自变换体位,以免发生意外。(2)体位变换:对于
无合并症者,取平卧位并在发病12h内,将患者的
床头由平放状态抬高至15°休息,12h内抬高床头至

30°休息,18h内抬高至45°休息,24h内抬高至60°
休息,于第3天开始转变为床旁坐位练习,并逐渐增
加活动量。对于合并肠系膜动脉、肾动脉及脾动脉
血栓者,予以取仰卧屈膝位,12h后开始逐级抬高床
头;对于合并意识障碍、应激性溃疡上消化道出血、
恶心呕吐者,予以取侧卧位,并在发病12h内逐级
抬高床头;对于肺水肿、肺气肿、左心衰竭及呼吸功
能较弱者,直接抬高床头至15°休息,此后逐级抬高
床头。(3)体位护理:由至少2名护士写作完成体位
变换护理,在体位变换过程中应确保患者的安全舒
适,注意患者的生命体征变化及主诉情况。背部垫
软枕,避免重心集中于骶尾骨,以减轻腰背不适。大
腿内侧及膝下垫软枕,维持膝关节适度屈曲,以免膝
关节过度伸展而导致肌肉牵拉、紧张。患者足底踏
硬枕,以维持踝关节背屈。在测量床头抬高角度时,
确保患者的臀部维持在床头升降架轴的正上方,以
免因患者躯体下滑或躯干屈曲而影响抬高角度。
(4)体位监护:患者半卧位休息期间,予以多功能心
电监护仪进行监护,注意避免各输液管路折叠、松
脱,仔细检查心电监护仪位置与贴附状态等,确保检
测指标准确。在体位变换过程中及变换后,严密观
察患者的生命体征变换,询问患者有无不适感,尽量
满足其舒适度需求,一旦出现以下指征者立即停止
体位变换:①发生严重心律失常;②心电图ST段改
变≥0.2mV,或较静息状态下降低0.1mV;③与平
卧位相比,体位变换时心率(HR)>110次/min或

升高幅度>20次/min,收缩压(SBP)升高>1.33
kPa或降低>1.33kPa;④患者主诉疲劳、呼吸困
难、头晕或心悸等不适症状。
1.4 观察指标

  在平卧10min(T0)、半卧位即刻(T1)、1min
(T2)、2min(T3)、5min(T4)及10min(T5)6个时
间点进行心脏机能指标监测:(1)血液流变学及

MVO2:在T0~T5各时间点,测定患者的 HR、SBP
及平均动脉压(MAP),计算 HR与SBP两项乘积
(D-P值,用以表示 MVO2),并计算T1~T5各时间
点HR、MAP及D-P与T0时点的变化量,即△HR、
△MBP、△D-P;(2)心率变异性(HRV):根据十二导
联动态心电图监测结果,计算T0~T2、T2~T3、T3
~T4及T4~T5各时段患者的 HRV,包括RR间期
的标准差(SDNN)以及相邻RR间期差值均方平方
根(RMSSD),即△SDNN及△RMSSD;(3)QT离散
度:根据十二导联动态心电图监测结果,计算T0~
T2、T2~T3、T3~T4及 T4~T5各时段时段患者的

QT离散度变化量(△QTd)及校正QT离散度变化
量(△QTcd)。观察患者入院3d内出现的不适症
状,如失眠、焦虑、排尿困难、便秘及腰背酸痛等。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处
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췍x±s)表示,符合正
态分布及方差齐性检验时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或F
检验,非正态分布时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
或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
确切概率法,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不同时间点△HR、△MBP、△D-P比较

  在T1、T2时点,观察组的△HR、△MBP均显著
低于对照组(均P <0.05)。在 T3~T5时点,两组

△HR、△MBP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0.05)。在T1~T4各时间点,观察组的△D-P均低
于对照组,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
表1。

表1 两组不同时间点△HR、△MBP、△D-P比较(췍x±s,n=44)
组别 指标 T0~T1 T0~T2 T0~T3 T0~T4 T0~T5

观察组 △HR/(次/min) 2.41±1.01 1.65±1.13 1.02±0.58 0.69±0.43 0.31±0.23
对照组 7.56±2.17 4.28±1.79 1.27±0.72 0.81±0.58 0.27±0.21
t/F 14.272 8.241 1.794 0.970 0.852
P 0.000 0.000 0.076 0.335 0.397

观察组 △MBP/kPa 1.34±1.12 1.12±0.69 0.48±0.29 0.41±0.23 0.25±0.17
对照组 4.12±1.56 2.03±1.12 0.56±0.32 0.62±0.34 0.26±0.21
t/F 9.602 4.589 1.229 1.616 0.245
P 0.000 0.000 0.223 0.110 0.807

观察组 △D-P/(mL/min) 110.23±69.28 99.24±61.23 40.23±21.19 45.69±24.12 52.23±25.34
对照组 126.67±82.47 113.45±68.21 47.69±25.46 49.11±28.56 46.67±20.57
t/F 1.012 1.028 1.494 0.607 1.130
P 0.314 0.307 0.139 0.545 0.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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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各时间段HRV比较

  T0~T2、T2~T3、T3~T4、T4~T5各时间段,观
察组的△SDNN 及△RMSSD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均P<0.05),见表2。
2.3 两组不同时间段△QT比较

  在 T0~T2及 T2~T3时间段,观察组△QTd、

△QTcd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均P<0.05),见表3。
2.4 两组患者住院3d内不适症状比较

  住院3d内,观察组的失眠、焦虑、排尿困难、便
秘及腰背酸痛发生率均显著 低 于 对 照 组(P <
0.05),见表4。

表2 两组各时间段 HRV比较(췍x±s,n=44)
组别 指标 T0~T2 T2~T3 T3~T4 T4~T5

观察组 △SDNN 5.51±1.95 3.21±1.12 1.19±1.23 0.09±0.21
对照组 6.48±2.11 5.79±2.25 4.08±1.92 0.43±0.26
t/F 2.239 6.809 8.407 6.748
P 0.028 0.000 0.000 0.000

观察组 △RMSSD 3.52±1.45 2.22±1.84 1.29±1.16 0.57±0.12
对照组 5.93±1.19 4.18±2.23 2.54±1.64 0.89±0.24
t/F 8.522 4.497 4.128 7.911
P 0.000 0.000 0.000 0.000

表3 两组不同时间段△QT比较(췍x±s,n=44)
组别 指标 T0~T2 T2~T3 T3~T4 T4~T5

观察组 △QTd 3.12±1.03 2.35±1.01 0.86±0.52 0.54±0.33
对照组 6.24±2.79 4.41±1.89 1.13±0.87 0.71±0.49
t/F 6.959 6.376 1.767 1.909
P 0.000 0.000 0.081 0.060

观察组 △QTcd 4.04±1.78 3.16±1.01 1.33±0.56 0.58±0.36
对照组 6.12±2.65 4.45±1.83 1.61±0.89 0.73±0.51
t/F 4.322 4.094 1.766 1.594
P 0.000 0.000 0.081 0.115

表4 两组患者住院3d内不适症状比较[n(%)]
组别 n 失眠 焦虑 排尿困难 便秘 腰背酸痛

观察组 44 8(18.18) 12(27.27) 1(2.27) 12(27.27) 11(25.00)
对照组 44 20(45.45) 32(72.73) 14(31.82) 24(54.55) 26(59.09)
χ2 7.543 18.182 13.582 6.769 10.493
P 0.006 0.000 0.000 0.009 0.001

3 讨 论

  AMI患者在发病早期,心肌耐刺激能力较差,
而影响心肌稳定状态以及氧供需平衡的因素较多,
任何可能加重 MVO2及心肌缺血程度的因素均可增

加心脏破裂、晕厥、心源性猝死等严重后果[5]。有研
究表明,AMI早期由卧位转变为半卧位或坐位的活
动量不高,但如果体位变换速度过快将刺激神经反
射,引起心律失常等一系列异常心肌活动[6]。已有
研究证实,合理的体位护理有利于缩短卧床时间,减
少长期卧床而引起的功能失调及抑郁情绪等,为后
续治疗及运动康复训练创造有利条件,增强患者的
运动耐力并改善生活质量,降低心肌再梗死、冠脉再
狭窄以及病死率[7-8]。
  我国临床中多主张AMI患者患病前3d采取
绝对平卧位休息,此后转变为半卧位休息、床旁坐位
锻炼,并逐步增加活动量,但便秘、尿潴留等发生率
仍较高[2]。ACC/AHA指出,无严重并发症的早期

AMI患者绝对卧床时间应短于12~24h[3]。此外,
若早期AMI患者绝对平卧位时间>10h,可导致其
立位耐力降低及胃肠道不良反应,而>24h可能导
致机体水电解质紊乱,>72h还可诱发免疫系统紊
乱[6]。周焕芳等[9]研究发现,AMI患者于PCI术后
取半卧位的排便时间较平卧位明显缩短,D-P值、
HR及 MAP均明显升高。推测对AMI患者取半卧
位相较于平卧位能够减少排便时 MVO2,且更有利
于患者进饮、进食,降低误吸、呛咳、吸入性肺炎等并
发症发生率。患者采取直接半卧位时的 MVO2较安
静平卧休息时明显升高,但由于冠脉病变无法响应
增加的心肌供血量,进而加重心肌缺氧缺血,将导致
心绞痛等不适症状的发生。本研究中,观察组在针
对患者的合并症及病情的情况下,初始阶段采取不
同的体位休息,并以发病12h为节点开始采取小幅
度逐级半卧位的方式进行体位护理,在体位改变短
时间内(T1~T4时点),△HR、△MBP、△D-P均低
于对照组,尤其在T1、T2时△HR、△MBP均显著低
于对照组(均P<0.05)。HR及BP在短时间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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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变化可引起晕厥、心律失常等严重并发症,故观
察组体位护理方法更有利于减少并发症发生风险。
MVO2与心肌壁张力、心肌收缩能力、HR、心脏负荷
及心肌基础代谢等密切相关。本研究以D-P值反映

MVO2,结果显示:在T1~T4各时间点,观察组△D-
P均低于对照组,其原因可能为观察组的 HR升高
幅度及SBP降低幅度均低于对照组,但两组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HRV水平直接反映了机体交感—副交感神经
活动状态,在正常生理状态下,交感—副交感神经对
于心血管系统的支配作用处于相对平衡状态,而迷
走神经处于相对优势状态。由于 AMI患者的心脏
自主神经功能受损,导致迷走神经的张力降低,表现
为HRV下降,一旦发生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强,将增
加室颤发生风险,容易导致心源性猝死[8]。本研究
中,两组的SDNN与RMSSD均有相似的降低趋势,
而观察组在不同时间段的△SDNN及△RMSSD均
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这与胡春雪等[10]的研
究结果相似。推测观察组体位护理方案可减少对

HRV的影响,可能是由于观察组患者由平卧位变换
至45°半卧位休息所经历的时间较对照组更长,即体
位变换速度更为缓慢,从而降低对心血管系统及神
经体液调节的影响。
  心室复极不同步可增加心源性猝死或室性心律
失常等严重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率,而 QTd及

QTcd是评价心室肌复极同步程度的敏感指标,故
测量QTd及QTcd变化对于评价AMI患者的心脏
机能具有重要意义[11]。本研究中,观察组在 T0~
T2、T2~T3两个时间段的△QTd及△QTcd均显著
低于对照组(P <0.05),其余时段虽无明显差异
(P>0.05),但观察组仍低于对照组。提示针对性
体位护理能够更好地改善AMI患者的心电图,不增
加心律失常发生风险,可能是由于观察组采取逐级
半卧位的方式能够降低对神经调节的影响,降低心
室肌复极不同步程度。
  AMI早期长时间维持同一体位休息,往往难以
维持正确姿势,容易发生躯干屈曲或身体下滑等,还
将增加胃内容物滞留、排尿排便困难及腰背酸痛等
不适感,且上述不适症状将引起焦虑、烦躁等负性情
绪,进一步加重心肌缺氧缺血[12]。本研究中,观察
组予以腰背部、大腿内侧及膝部垫软枕,足底踏硬
枕,不仅有利于维持体位,还可减轻腰背部、腿部肌
肉过伸,维持踝关节背屈,减轻不适感。住院3d
内,观察组失眠、焦虑、排尿困难、便秘及腰背酸痛发
生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表明在 AMI
早期开展针对性体位护理,逐级变换半卧位能够增

加胃肠道蠕动、放松腰背肌肉、便于床上排便,降低
便秘、排尿困难及腰背酸痛等发生率。同时,针对性
体位护理通过适时调整体位,有利于转移患者的注
意力,减轻其心理压力,缓解负性情绪,提高其早期
康复护理配合度,改善康复效果。
  综上所述,对早期AMI患者开展针对性体位护
理,以逐级、缓慢增加角度的半卧位护理措施,可明
显改善患者心脏机能及不适症状,促进疾病康复,具
有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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