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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心绞痛心内科规范治疗的临床效果研究

丁鹏

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陕西 西安

摘要

此次研究的目的在于深入探究国内当前冠心病心绞痛心内科

规范治疗的临床应用效果，以供我国医学临床参考借鉴。本次研

究将采用抽签的形式随机抽取 60 位冠心病心绞痛患者作为研究主

体，具体来说，将 60 位冠心病心绞痛患者平均分为观察组与对照

组，每组建制 30 人。观察组患者给予中西结合的治疗手段，对照

组患者给予常规西医进行临床治疗，观察并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

疗效。结合本次研究结果来看，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明显

优于对照组患者，且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差异显著。由此可见，

对于冠心病心绞痛而言，中西医结合的规范化治疗手段具备更为

优秀的临床疗效，心内科可以在考虑在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

过程中适当的加入一些中医手段，以此提高我国冠心病心绞痛的

整体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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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eply explor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standard 
treatment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angina pectoris in China for clinical reference 
in China. In this study, 60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angina pectori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study. Specifically, 60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angina pectoris were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on average, with 30 people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a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thods, and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for clinical treatment.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the clinical treatment effec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t can be seen that for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gina pectoris, the 
standardized treatment method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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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more excellent clinical efficacy. Cardiology can consider 
adding som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ethods in the clinical 
process of treating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gina pectori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overall treatment effect of angina pectoris 
i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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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icacy

引言

心绞痛，英文名称 angina pectoris，主要就

诊于心血管内科，多发群体为＞ 40 岁的男性，

常见发病部位为胸骨后部 [1]。随着我国社会经

济的不断发展，国内医学临床对冠心病心绞痛的

概念界定越发清晰，当前国内医学临床最常用到

的心绞痛概念是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心肌急剧的

暂时缺血与缺氧所引起的以发作性胸痛或胸部不

适为主要表现的临床综合征 [2-3]。从性质以及反

射区的角度分析，心绞痛是心脏缺血反射到身体

表面所感觉到得到疼痛，主要特征是前胸阵发性、

压榨性疼痛，可伴有其他症状，疼痛主要位于胸

骨后部，可放射至心前区与左上肢，常发作于患

者在过度劳累后或情绪激动时，每次发作时长约

3~5min，发作规律基本无法得知，但是及时服用

硝酸酯类药剂或在充分休息后，症状即可得到缓

解 [4-7]。心绞痛患者多为男性，并且绝大多数为

40 岁以上，受劳累、情绪、饱食、受寒、气候等

因素影响，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以上内

容的稳定 [8]。

一、临床资料与研究方法

（一）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将采用抽签的形式随机抽取 60 位

冠心病心绞痛患者作为研究主体，具体来说，将

60 位冠心病心绞痛患者平均分为观察组与对照

组，每组建制 30 人。观察组患者给予中西结合

的治疗手段，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西医进行临床

治疗，观察并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60 位冠

心病患者中男性为 30 例，女性为 30 例，为保证

研究结果的准确性，男性患者与女性患者的性别

比例保持 1：1，而年龄选择在 30~85 岁的范围之

内。除此之外，本次研究已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

的同意，排除合并其它并发症的患者，且参与本

次研究的患者已经签订知情同意书并告知家属。

（二）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将给予观察组患者中西医结合的综

合治疗手段，换言之也就是在对照组常规西药治

疗的基础上加以中药配合治疗 [9]，相关医护人

员务必注意在为患者加服中药时，必须具备合理

性与科学性，以此保证患者的临床用药安全。除

此之外，医护人员对冠心病心绞痛患者还需要进

行细致化管理。对照组患者较之观察组相对普通，

治疗方式相对单一，医护人员主要针对患者的常

规用药、饮食指导、住院环境、健康运动引导等

方面展开常规治疗。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在研究

治疗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不良反应、临床疗效以及

患者及其家属对临床治疗的满意度。

（三）疗效判断标准

患者接受治疗 4 个月之后，医护人员就可

以开始对患者的临床疗效进行评价，本次研究的

疗效判断标准为：①显效：患者心电图显示正常

标准，伴有轻微临床症状或完全消退，较之以

前同等劳动强度，发作率相对较低，减少程度

≥ 80%；②有效：患者心电图显示有所好转，且

伴有一定程度的临床症状表现，较之以前同等劳

动强度，发作率有了一定程度的降低，减少程度

30%~80%。③无效：患者治疗后的临床症状并未

减轻，较之治疗前，保持等同状态。

（四）冠心病心绞痛心内科临床治疗具体实

施方案

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的发作症状剧烈，并且非

常痛苦，诸如胸闷、呼吸困难等都属于冠心病心

绞痛的发作表现。现阶段，国内医学临床致力于

医疗质量的提升，为减轻心绞痛患者的痛苦提供

切实保障 [9-10]。基于此，心内科全体医护人员

务必扎实基础理论知识，不断强化自身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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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业务水准，秉承着爱岗敬业的精神，将患者作

为临床治疗与护理工作的中心，以此体现我国医

疗领域“以人为本”的人性化护理基准。切实了

解患者的实际治疗需求，最大限度的避免医患纠

纷的发生概率。

（五）强化细节管理

据调查，我国医疗领域中的冠心病心绞痛临

床治疗存在几点问题，其中缺乏细致化管理措施

就是最为主要的问题之一 [11-12]。针对此类问题，

国内医学临床应当深入研究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的

临床症状与发作特征，考虑到冠心病心绞痛患者

在发作时过于痛苦，且对于患者自身而言，不仅

是肉体上的痛苦也是精神上的一种折磨。基于此，

心内科医护人员必须具备相对优秀的医疗技术以

及临床护理技术，想要拥有优秀的临床护理技术

必须扎实自身的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医院可以定

期组织心内科医护人员展开专业基础知识教育培

训活动，以此提高心内科医护人员的整体业务水

准 [13]。除此之外，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的心理健

康疏导对整体治疗过程来说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良好的心理健康疏导能够减轻病症给患者心理上

带来的折磨，解放患者的消极情绪与负面心理对

于其自身的病情恢复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因此

针对患者的心理健康疏导工作，心内科医护人员

应当给予足够重视 [14]，让患者每天处于心情舒

畅的状态，为患者营造良好的康复环境也是医护

人员的重要职责之一。由此可见，医护人员与患

者之间保持有效的沟通交流是非常有必要的，在

患者治疗过程中，医护人员应当尽量充当其“家

人”的角色，平时与患者多进行沟通，建立良好

的交流关系，以此深入了解患者当前精神状况，

研究患者的心理变化规律，帮助患者树立自信心，

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使得患者能够积极配合

治疗，快速拉近医患关系，为后续的护理工作打

下扎实基础 [15]。

（六）提升冠心病心绞痛心内科医护人员的

专业能力与业务水平

从宏观角度分析，医护人员的专业能力以及

业务水准是决定患者康复速度的重要因素，无论

是医院中哪一个科室，医护人员的专业能力都是

一家医院综合实力水平的最好体现，足以证明这

家医院是否具备更好的进步空间 [16]。从微观角

度分析，冠心病心绞痛患者能否完全治愈通常情

况下取决于心内科医护人员的专业能力，可以说

心内科的整体医疗水平建立在医护人员专业能力

以及医疗设备硬件设施的基础上，单就提升速度

而言，显然医护人员的专业能力是首选要素，因

此心内科必须不断强化科室内医护人员的团队建

设，提升科室内部凝聚力，以此形成互帮互助的

学习关系 [17]，除此之外，心内科可以考虑定期

组织全体医护人员展开专业知识教育培训活动，

邀请国内知名度、医疗水平较高的专家学者负责

专业知识教育培训的教学工作，科室主治医师负

责协助，同时定期对医护人员的专业知识掌握程

度进行考核，对于成绩优秀以及成绩落后的护理

人员实行奖惩机制，基于此，显著提升冠心病心

绞痛治愈率 [18-19]。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针对冠心病心绞痛心内

科的临床治疗进行研究，近些年来，国内医学临

床一直致力于提升冠心病心绞痛心内科的临床疗

效，笔者结合自身经验以及其他相关文献进行总

结归纳，梳理出几点相应的提高对策并体现在文

中。谨以此篇，供相关人员参考借鉴，以期为我

国医学领域对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疗效提升的研

究贡献一份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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