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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症状管理理论模型指导下，探讨患者症状体验的质性研究，以期为医护人员全面掌握心悸失

眠症患者的症状提供依据，并对患者进行科学性的症状管理以促进患者心脏康复。方法

采用现象学研究

法，对 23 例心悸失眠症患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运用 Colaizzi 7 步分析法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结果

分别从

心悸失眠症患者症状感知、症状评估、症状反应 3 方面分析。症状感知（perception）包括 3 个主题：躯体症状感
知（神疲乏力；胸闷心慌，气促气短，心悸健忘，头晕头痛，肢体麻木，头身困重，腰膝酸软，耳鸣，畏寒肢冷；食欲
不振或者食后腹胀；疼痛，胸痛；以及夜尿频繁）、心理症状感知（紧张，焦虑，抑郁，情绪遗留现象）、以及社会适

应改变。症状评估（evaluation）：包括 2 个主题：分为主观、客观两方面。客观原因（包括疾病因素，工作性质、
生活环境、突发生活事件等）。主观原因（包括性格因素、电子产品使用、睡眠认知）。症状反应（response）：包

括 3 个主题：身体与行为（身体与用药行为、身体与饮食行为、身体与运动、身体与中医护理技术）；心理与行
为；社会文化与行为。结论

心悸失眠症患者在症状体验方面有多种表现及诸多影响因素，但多数患者担心

西药的不良反应，不愿意采取西药治疗失眠，在中药汤剂的服用上存在难坚持性，愿意尝试中医中药以及中医
护理技术等方式促进睡眠。在症状管理理论指导下，以心悸失眠症患者症状体验的自我评估为中心，医护人
员可以进行中医护理技术方案的构建，并对其症状进行有效的干预，以改善心悸患者的双心健康，并提高患者
自我管理能力。
关键词：心悸；失眠症；症状体验；症状反应；质性访谈

ABSTRACT：Objective Under the guidance of symptom management theory（SMT），to ex⁃
plore the qualitative study of patients' symptom experience，in order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medi⁃
cal staff to fully grasp the symptoms of insomnia patients with palpitation，and SMT for patients
to promote cardiac rehabilitation. Methods 23 patients with insomnia with palpitation were inter⁃
viewed by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Colaizzi 7-step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terview
data. Results The symptom perception，symptom evaluation and symptom response of insomnia
patients with palpitation were analyzed. Perception consists of three themes：somatic symptom
perception（fatigue；Chest tightness and palpitation，shortness of breath，palpitation and forgetful⁃
ness，dizziness and headache，numbness of limbs，headache of head and body，weakness of waist
and knee，tinnitus，fear of cold limbs cold；Pain，chest pain；Loss of appetite；And frequent noc⁃
turia），perception of psychological symptoms （nervousness，anxiety，depression，emotional
hangover），and changes in social adaptation. Evaluation consists of two themes：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Objective reasons（including disease factors，nature of work，living environment，sud⁃
den life events，etc. ）. Subjective reasons（including personality factors，electronic product use，
sleep perception）. Symptoms response：including three themes：body and behavior（body and
medication behavior，body and eating behavior，body and exercise，body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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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ine（TCM）nursing technology）；Psychology and behavior；Social culture and behavior.
Conclusions The insomnia patients with palpitation have a variety of symptoms and many influ⁃
encing factors，but most patients are worried about the adverse reactions of western medicine，are
not willing to take western medicine to treat insomnia，it is difficult to adhere to the use of TCM
decoction，and willing to try TCM nursing technology to promote sleep. Under the guidance of
SMT，with self-assessment of symptom experience of insomnia patients as the center，medical
staff can construct TCM nursing technology plan and effectively intervene their symptoms，so as
to improve the double-heart health of patients with palpitation and improve patients' self-manage⁃
ment ability.
KEY WORDS： palpitation； Insomnia； Experience symptoms； Symptoms perception；
Symptoms evaluation；Symptoms response；Qualitative interviews
心悸是心中悸动不安，甚则不能自主的一类
病症，临床呈阵发性，常因情绪波动，或者劳累过
度而发。发作时常伴不寐、胸闷气短、甚则心痛、
［1］

喘促、眩晕、晕厥等 。心悸患者常伴有失眠症
［2］

状，且病位在心，证型相似 。有研究表明我国失

眠症患病率为 37. 75% 。最新研究报道指出男
［3］

性和女性失眠患病率分别为 48. 2% 和 63. 2% 。
［4］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失眠在心血管疾病患者中

普遍存在，并且与心血管事件风险增加有关［5］。
有报道显示，在无心血管疾病伴失眠的受试者在
3 到 20 年的随访期间，失眠可以使心血管疾病发
病或死亡风险增加 45%，在世界范围内，失眠症与

心血管疾病等共病因素，已经成为重大公共卫生
［6-7］

问题，并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

。在心悸患者康

复过程中，医护人员侧重于关注患者心脏本身的
问题，往往忽视失眠对患者心脏康复的影响。尤
其忽视失眠症患者症状体验对身体的影响。因此
本项目在症状管理理论模型的指导下，对心悸失

题为饱和标准。
1. 2

1. 2. 1

研究方法
确定访谈提纲

本研究以症状管理理论

模型为基础，通过文献检索及阅读，根据研究目
的，初步拟定访谈提纲；在咨询心病科专家和预访
谈 2 例冠心病心律失常患者后，最终确定访谈提

纲。访谈提纲包括：①请问您自我感觉睡眠情况

如何？并适当予以说明？ ②失眠会让您在感觉
和行为上和平时有什么不一样吗？ ③您觉得引

起失眠的原因有哪些？④您觉得失眠对心脏有什
么危害吗？为什么？⑤您觉得失眠对您的身体、
心理以及日常生活有什么影响？⑥您觉得自己有
没有能力改善这种状态，会采取哪些措施促进睡
眠？或者采取哪些行为改变失眠的状态？⑦您是
否还有什么补充？
1. 2. 2

资料收集

访谈地点为心病科示教室，环

境安静整洁，光线舒适。1 名访谈护士，具备 10 年

以上工作经验、主管护师职称。1 名护理研究生

眠症患者的症状体验进行半结构式访谈。深入了

记录访谈资料并录音。遵循知情同意原则，在访

解患者症状体验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期为医护人

谈前向受访者解释研究的目的、方法，告知在访谈

员对心悸失眠症患者进行有效症状管理提供

过程中有权随时中止或者退出访谈，并且不会损

依据。

害受访者利益。承诺对受访者所有资料进行匿名

1

编码，保证资料仅为研究者所用；访谈过程中访谈

1. 1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

采用目的抽样法，选择 2020 年 7～9 月在上海

市某三级甲等医院心病科心悸失眠症患者为研究
对象。纳入标准：①符合《中医内科学》心悸诊断

者善于倾听，避免诱导性语言暗示；访谈者可根据
实际情况对访谈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并应用访谈
技巧，使受访者深入表达自己的想法、感受。观察
并记录受访者的非语言行为［8］。访谈者主动向受
访者分享失眠感受，介绍改善失眠的方法，并对受

标准。②符合失眠症诊断标准（
《世界卫生组织精

访者提出的问题予以指导。每次访谈时间控制在

知障碍；②视听障碍；③严重器官功能衰竭。访谈

1. 2. 3

神与行为障碍分类（ICD-10）》）；排除标准：①认

人数遵循现象学研究方法，以不再有新生成的主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20～60 min。

资料分析与整理

访谈结束后 24～48h

内，对访谈资料逐字转录后，采取 Colaizzi 7 步现

Integrative Nursing Preprint

象学分析法［9］：对转录资料进行反复阅读及详尽
记录；摘录有意义的陈述；对重要陈述进行归纳分
析；寻找意义的共同特征；提炼主题并与现象结
合；完整陈述现象本质；为保证分析结果的真实

图1

2

性，由 2 名研究者分别对语音访谈记录进行核对，
并随机选择 2 名受访者进行求证。
1. 2. 4

［9］
质性研究资料分析流程图（图 1）

质性研究资料分析流程图［9］

结果

2. 1
2. 2

·3 ·

受访者基本资料（表 1）
主题 1：症状感知

症 状 感 知（perception）：指 病 人 对 症 状 的 认

的情绪会不好，人也没力气，浑身都不舒服，也懒
得动，什么都不想做”。P6“ 睡不好我就会不开

知，即是否有感觉和行为上与正常情况的不同。

心，还想发火，眼睛都睁不开，走路也走不动。去

症患者普遍存在神疲乏力，胸闷心慌，气促气短，

息一会儿，走也走不快”。P9“ 如果睡不好，第二

归纳出 3 个主题：在躯体症状感知方面，心悸失眠
心悸健忘，头晕头痛，肢体麻木，头身困重，腰膝酸

软，耳鸣，畏寒肢冷，食欲不振或者食后腹胀等症
状，以及疼痛包括胸痛，排尿功能障碍等症状；在
心理症状感知方面，患者存在不良情绪刺激和情
绪遗留现象；以及患者在社会适应方面的改变。
2. 2. 1

2. 2. 1. 1

躯体症状
神疲乏力：心悸失眠症患者多有自述

小区遛弯，回家都要歇三歇，最多走 10min 就得休

天我不能集中注意力，交流也有问题，别人跟我讲

话 10 句我只能听进去 1 句 2 句。脾气也会不好，
更不愿意跟别人交流，也不太不愿意说话”。P16
“睡不好，我就不想动了，人会感觉累的不行，心情
也会不好”。
2. 2. 1. 2

心悸相关症状：心悸患者多有胸闷心

慌，气促气短，心悸健忘，头晕头痛，肢体麻木，头

神疲乏力的症状。P1“ 我晚上睡得不好，感觉很

身困重，腰膝酸软，耳鸣，畏寒肢冷，食欲不振或者

累，没力气，也不想说话”。P2“ 我觉得身体累、也

食后腹胀等症状。P3“ 你知道吗？这次发病，在

没精神，晚上打呼噜的声音很响，有时候自己都会

家里，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胸口不舒服，像压着一

被吵醒。白天活动还可以，但做事情的时候想睡

块石头，闷的很，喘的不行，垫三个枕头，我还是透

觉，要打瞌睡，中午一定要小睡一会儿才行”。P4

不过气来，翻来覆去的，怎么躺都不舒服，一会这

“我晚上是睡眠不好啊，白天也没力气，乏力得很，

样躺一会那样躺（伴随着翻来覆去的动作）睡也睡

感觉脑袋反映也迟钝了，做什么事都没有精神。

不着”。P7“ 我现在不敢动啊！一动浑身上下都

我觉得睡眠好，什么都会好，我特别在意晚上到底

是汗，心慌的不得了，躺在床上不觉得喘，一起来

会不会睡的好”。P5“ 失眠了，第二天我感觉自己

就喘。这次房颤，发的厉害，我身上全是冷汗，心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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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受访者基本资料

编号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职业

医保类型

中医证型

P1

女

初中

退休

医保

心血瘀阻

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脑梗

P2

男

67

P3

男

P4

男

41

P5

男

P6

女

56

P7

男

P8

男

66

P9

女

P10

男

P11

男

P12

男

P13

男

P14

女

P15

女

P16

女

P17

女

P18

男

P19

男

P20

男

P21

男

P22

女

P23

女

合并症

74

初中

退休

医保

心阳不振

高血压

大学

事业单位

自费

水饮凌心

先心病

66

大学

退休

医保

心脾两虚

高血压、胃癌

初中

私企

医保

痰浊阻滞

高血压

70

小学

农民

医保

心血瘀阻

高血压、脑梗

大学

退休

医保

心脾两虚

高血压、糖尿病

62

大学

退休

医保

心脾两虚

高脂血症

27

本科

铁路工作

值保

心脾两虚

无

60

高中

工程师

值保

心脾两虚

高血压

62

中专

退休

医保

心脾两虚

高血压

56

初中

退休

医保

心血瘀阻

高血压、糖尿病、肾病、脑梗

67

中专

退休

医保

心脾两虚

高血压

70

初中

退休

医保

心阳不振

高血压、糖尿病

64

初中

退休

医保

心脾两虚

高血压、糖尿病

55

初中

生意

医保

心脾两虚

高血压

41

大学

职员

值保

心脾两虚

无

49

高中

生意

自费

心脾两虚

无

50

高中

生意

自费

心血瘀阻

高血压，脑梗，下肢静脉血栓

39

大学

职员

值保

心脾两虚

高血压

69

初中

退休

医保

心脾两虚

无

48

高中

职员

值保

心脾两虚

甲状腺肿瘤切除术

36

大学

职员

值保

心脾两虚

乳腺结节切除术，病毒性心肌炎

慌的不行。晚上更睡不好，就头晕又涨，我本身有

你看我胸口，还有手臂，都被我掐的，皮肤都坏了

高血压，控制的还行，但是这个头也像戴了顶帽

（边说边给看心脏右缘胸部以及内关穴的皮肤，为

子 ，裹 在 头 上（边 说 边 用 手 在 头 上 做 画 圈 的 动

黑色抓痕样，已结痂），主要是我肝也疼啊！这里

作）”。P19、P20 也表示有头晕的症状，早晨起床

（掀开衣服，手指向右上腹）我有肝胆淤积综合

必须床边坐一会才可以。P2“ 我的两只脚，有时

症”。P6“ 年轻时干的农活、重活，都把身体累垮

候手也会，还有腿会麻，经常性的抽筋”。P6“ 现

了。你知道吗？我年轻时多苦，骑着三轮车，上坡

在记忆力愈来愈不好了，老要忘事情，刚刚想着的

的时候，骑不动，人又小又矮，就这么拼命的推，现

事情，转头就忘记了。晚上睡觉时，我的腿，感觉

在人老了，关节、腰都不好了。浑身上下都疼，现

有点麻，就这边（手指向左腿外侧），关节不好了，

在心脏也不好，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重啊，就这

身子又疼又重”。P4“ 我有点怕冷，但还可以，两

里难过呀！
（右手指向胸口的位置，轻轻地拍一

个腰会酸，有时候膝盖也会”。P16“ 我耳朵嗡嗡

拍）。我也经常会胸口疼，就是觉得吧！这里胸口

响，你说奇怪吧？感觉自己听力愈来愈不好，我是

不舒服”。P21 表示亦有胸痛症状。

那么喜欢运动，怎么啥毛病都来了，我想也想不明
白”。P9“ 我怕冷，几乎不出汗，就像毛孔张不开
一样”。P14“ 我本来吃的就不多（患者形体消瘦，
面色不华），吃什么，也就那样，没什么特别想吃

2. 2. 1. 4

夜尿频繁：心悸失眠症患者存在排尿

功能障碍，尤其是夜尿频繁，在男性、女性患者中
多有发生。P2“我晚上一般都会有 3-4 次小便，而

且每次小便之后，不能马上睡着，差不多都要半个

的，吃就吃了，也不会吃很多，吃多了肚子胀，吃就

小时才能睡着”。P4“ 晚上容易醒，小便（次数）

像完成任务。现在对吃没什么特别感觉”。P17，

多，醒了去小便，之后再入睡就比较困难了。好的

P22 同样表达了食欲不振的类似症状。

话半个小时，不好的话要一两个小时才能睡着”。

2. 2. 1. 3

疼痛（胸痛）：疼痛或者胸痛在心悸失

眠症患者中多有表述。P5“ 我心脏有时候也疼，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P10“ 我喜欢喝水，水喝得多了，晚上小便就特别
多，要起来三四次（小便），夜里 12 点钟醒，2 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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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4 点钟又醒，一般晚上 8 点上床，有时候到 12

2. 2. 3

2. 2. 2

极地生活态度，并努力进行社会适应的改变。通

点也睡不着，而且醒了后就特别不容易睡着”。
2. 2. 2. 1

心理症状
紧张、焦虑、抑郁：焦虑抑郁在心悸失

社会适应改变

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多数患者抱有积

过改变原有的状态，培养兴趣爱好、转移注意力，

眠症患者中多有发生，外在表现为患者紧张、烦躁

以及改变生活习惯等。P4“ 自从生了毛病，工作

易怒或者情绪低落。P1“ 睡不好，我就觉得不想

的事情我就不太关心了，现在喜欢拿着相机到处

说话、谁都不想理，想发火、而且心里很烦躁”。

跑，看看风景，也做拍摄，作品也会去参加一些摄

P5“ 失眠了，第二天会感觉到自己的情绪不好，发

影比赛。还拿了奖，我觉得很满足，也非常开心”。

火啊，什么都不想干，心情不好啊”。P6“ 失眠了，

P6“ 我喜欢唱歌、跳舞，和姐妹们一起。跳跳舞，

我会不开心，想发火，看啥都不顺眼，心理说不清

心里面不想了，就忘记烦心事”。P8“ 生毛病就不

的，燥得慌，眼睛睁都睁不开”。P10“ 说实在的，

喝酒了，但还是抽烟，这次发毛病，胸痛，
（心脏血

我本身脾气就不太好，脾气急，失眠了脾气更不
好，爱发火，特别摒不牢”。P14“ 睡不着我心理难

管）狭窄了 99%，差点人就没了，半夜里急诊进来，
幸好抢救的及时，这次烟也才刚刚戒掉。等出院

过啊，郁闷啊，都来了。P9“ 在上班时，我有时候

了，我好了，就去锻炼身体，运动运动，把思想放开

会紧张，但是我会表现出精神不集中，爱走神，也

了，不想这么多”。P23“ 我喜欢喝咖啡，长期喝，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没有感觉工作上压力大或
者怎样”。P17、P20、P23 表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

一天 2-3 杯吧！这次喝了香飘飘速溶咖啡，心慌
的不行就进来了。这次我也意识到了严重性，以

中，有时候会莫名的紧张，并很明显的感觉心口怦

后尽量少喝”。同样 P9 也是经常用咖啡、浓茶提

怦跳。

神。P14“ 我以前很喜欢出去玩的 ，和姐妹们一

2. 2. 2. 2

情绪遗留现象：过往不良刺激对心理

造成持续的影响，在心悸失眠症患者中多有发生，
造成不良情绪集聚，出现情绪遗留现象。P3“90
年代的时候，我那时在百货公司上班，有一天遇到

起，但是现在我买菜都没办法，只能用轮椅带菜回
来。根本就没法出去了”。
2. 3

主题 2：症状评估

症状评估（evaluation）指患者自我评判症状

个小偷，抢我们柜台收银的钱，我就追，小偷不认

发生的原因、部位、严重程度、频率等特性，对危险

识路，跑到一个死弄堂里，没路了，我就把他拽住

度、是否可处理做出判断，以及对情绪、生活的影

了，钞票就保住了，抢了 900 多块钱呢，那时 900 多
已经是很多了，为单位挽回的这么多的损失。可

是领导却不说我好，还说我擅离职守，那时报纸都

响。在睡眠质量的自我评估及依据中，心悸失眠
症患者普遍认为自我睡眠质量不好。析出 2 个主

题：分为主观、客观两方面。客观原因主要与疾病

登了这则消息，不仅这样啊，单位（领导）找我谈

本身，以及自身工作性质、生活环境、突发生活事

话，让我写检讨，我那时脾气犟，就是不写，单位

件有关。主观原因与患者性格因素、电子产品使

（领导）就让我提前下岗，我就下岗了，也没有退休

用、以及睡眠认知有关。

金。就回来，洗脱排油烟机，修自行车等等都干

客观因素

过。那时脱排油烟机还是老式样的，很重，又不好
洗，一天下来，身上脸上衣服上全是油，后来给人
家布置婚庆，日子就好过了一点。那时候国家政
策一刀切啊，好多人全部都下岗了，那时生活过得
真是太苦了”。P6“ 我心脏不好，是被吓出来的毛
病，现在装了起搏器，还是老想着心脏的问题。睡

眠不好，从 1985 年，孩子出车祸一直到现在，没好

2. 3. 1

2. 3. 1. 1

与疾病本身有关：心悸失眠症患者认

为失眠和疾病相互影响，互为相关。P1“我觉得

睡眠情况并不是很好。如果 0 分是很好，10 分是

越差，我给自己打，也就 6 分吧。引起睡眠不好的

原因，大多数是身体方面的，与毛病有关”。P2

“我觉得睡眠情况一般吧！我给自己打 5-6 分。
因为我有睡眠呼吸暂停（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

过。因为孩子车祸，粉碎性骨折，我担心害怕呀，

合征），心跳又慢，担心晚上呼吸停止时间太长，人

害怕孩子落下残疾，担心啊！那时整晚都不睡觉，

就没了。现在白天晚上说睡着就睡着了。像永远

就在家里的走廊上走来走去。孩子也不敢看，看

睡不醒一样，就是要睡，怎么都睡不够”。

了就要哭，心理难过的不得了”。

2. 3. 1. 2

与工作性质有关：心悸失眠症患者认

为失眠与工作有关。P4“ 我觉得晚上睡眠特别不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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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真要打分会打 8 分。我晚上特别容易醒，一点

一下子落在心里”。

就不容易再睡着，很难再（入睡），脑子就开始转啊

2. 3. 2. 1

点响声我就醒了，晚上小便也多，醒来小便之后我
转，不停，想的事情相当多，也就反思白天的事情，

2. 3. 2

主观因素
与性格有关：心悸失眠症患者认为性

格与疾病及睡眠情况有关。P3“ 我觉得睡眠好特

白天发生的事情晚上（脑子里）挥之不去，晚上就

别重要，通过现在的自我反省，我还是年轻时脾气

容易兴奋，而且越想越兴奋。也想过这可能与我

犟，性格也不是很好，特别爱钻牛角尖”。P11“ 我

本身的工作有关，工程师想细节想的多，脑子累。
工作责任也重，我也不放心在研项目，觉得应该做
完（这个项目）再退休，但我身体生毛病了，不允许
我继续工作。现在住院了，基本上也就放下了工

睡眠特别不好，10 分最不好，我要给自己打 12 分，
我自己感觉自己的脑子从来没有休息过，现在我

60 岁，脑子得有 120 岁。从 8 岁懂事开始，我就想

的多，争强好胜的心思也比较重”。P16“ 我是蛮

作，单位如果有需要，可以电话联系，然后进行相

要追求完美的一个人，想事情，希望都能考虑到。

应的指导与沟通”。P9“ 我可能是因为工作原因，

不管是家里父母兄弟姐妹这边，还是工作，还有女

上班作息不规律，我自己睡眠差，自己打 5-6 分

吧，不明原因的，我会突然惊醒，情绪也非常紧张，
总感觉精神不在状态，反应也比较迟钝”。
2. 3. 1. 3

儿这边”。
2. 3. 2. 2

与电子产品的使用有关：心悸失眠症

患者认为电子产品的使用影响睡眠。P1“ 然后还

与生活环境有关：心悸失眠症患者认

有现在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手机的使用，晚上

为医院环境影响睡眠情况。P10“ 我自己打分的

睡不着我就会翻手机，就会越翻越睡不着。从九

话，睡眠 5-6 分，我在家里睡觉还可以，晚上做梦

比较多，现在主要是医院环境影响我，疫情期间也
不能出去，也不能请假，我本身晚上睡得不是很安

十点钟能翻到十一点十二点”。P4“ 我长期睡眠

不好，有时候整夜睡不着，每天最多睡 2-3 小时。
睡不着就看手机，越看越睡不着，我觉得这对我睡

稳，换了床，换了环境，我不太习惯。而且我是做

觉也有影响，特别在晚上的时候”。P5“ 我一般会

生意的，杂七杂八事太多，要关心要处理的事情也

在手机上关注一些保健知识，心脏用药的相关知

太多，还有女儿工作的事情，各个方面都的想到，

识。睡前至少要看一个半小时，所以我现在逐渐

脑子想太多，思虑也太多”。P16“ 我睡眠还可以，

缩短看手机时间，因为担心手机对脑梗、颈椎、眼

给自己打 5-6 吧！现在主要是医院环境影响我的

睛 的 伤 害 还 有 对 睡 觉 的 影 响 ”。 P17、P18、P19、

睡眠，病室病人病情重，病房环境太压抑，有个重

P20、P22、P23 同样表示上班忙，下班属于自己的

病人吧，她还脾气不好。吃喝拉撒全在床上，房间

时间就那么一点点，消息都在手机上，上床就会翻

里都是臭味道，大小便也全在床上，又不让开窗通

翻看，看的停不下来，睡觉时间就晚了。

风，又不把帘子拉开来，天天不见阳光，还神神叨
叨的，说看到谁谁谁来带人了，有点吓人，感觉发

2. 3. 2. 3

与对睡眠的认知有关：心悸失眠症患

者存在睡眠认知缺陷，包括对睡眠期望，错误的睡

毛，影响相处，更被她吓得睡不着觉，情绪都要崩

眠方法，对失眠的错误归因，对改善睡眠的无能为

溃了”。P17、P21 也认为医院环境影响睡眠，回家

力，对引发失眠原因的误解以及安眠药物使用的

以后可能会睡得好。P14“ 我本身内脏都不好了，

错误认知等。P2“ 我年纪大了，睡觉越来越少，但

晚上又睡不好，在医院里更睡不好了，因为床板太

我中午会睡觉，自己觉得白天睡觉比晚上好，白天

硬了，我人又瘦，硌得浑身上下都很疼”。

睡的也沉，因为晚上上厕所太多次，影响睡觉”。

2. 3. 1. 4

与突发生活事件有关：心悸失眠症患

P4“ 我觉得安眠药是有效果，但效果不是太好，每

者认为突发生活事件对睡眠有影响。P8“我给自

天 最 多 睡 2-3 小 时 ，晚 上 12 点 钟 我 才 会 吃 安 眠

情，很烦心。最近就是不明原因睡不着，感觉什么

P6“我每天 10 点钟吃安眠药 ，但还是多数睡不

己的睡眠评 8 分，家里有事情，房子（动迁）的事
也没想，就是睡不着，入睡困难，10 点上床，11 点

能 睡 着 就 很 好 啦 。 晚 上 起 夜 后 ，也 不 能 马 上 入
睡”。P15“ 家里老人相继离世，一二年的时间，先

后走掉 3 位老人，真是心里都崩溃了。紧接着女

儿的老公生了肿瘤也没了，当时就觉得一块石头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药 ，佳 静 安 定 。 但 是 还 会 在 2 点 左 右 就 醒 了 ”。
好。12 点钟、3 点钟会醒。一般晚上睡觉 2-4 小

时。中午休息，晚上睡觉时都是，睡不着也躺在床
上，躺着休息应该可以养心，总归比不睡要好”。
P15“ 我每天吃安眠药，但也还是睡不着。10 点

睡，11 点钟吃安眠药，到 1 点也睡不着”。P7“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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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觉太早，7-8 点钟就睡了。但我自己觉得早睡
会比晚睡睡得好，我怕睡晚了更睡不着，如果我睡

得晚点，最好 10 点左右睡，可能就不会醒的这么
早了，现在 3-4 点钟就醒了，醒的太早”。P8“我没

事，每天都会午睡，一般睡 2h，睡不着也躺着。我

也知道不是睡的越多越好，睡多了，也会头晕头

痛，不舒服”。P11“ 我中午睡好觉，睡一觉也就 1-

2h 小时吧，之后就打打麻将，一个下午，也就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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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P11“ 我有高血压，高血脂，心脏也放过支架
（患者体型肥胖，肚壮如鼓），但这些药我都是不吃

的，我只吃安眠药，一天吃 2 次，晚上 8 点吃 1 次，

半夜 1、2 点吃 1 次。总共会吃 3 粒，除吃安眠药，
我也没有采取其他什么措施。中药吃两次我就扔

掉不吃了。我自己感觉吃安眠药比不吃时睡的
好”。P5“安眠药我还是有点排斥的，因为我担心
安眠药的副作用，也担心对身体有影响，以及是不

个钟头，觉得白天也没睡多少，但晚上就是脑子里

是会有瘾。一般我会寻求自然地方法去解决（睡

面乱想乱转，不带停的”。P14“ 我睡眠是比较差

眠问题），包括吃中药、中成药，不会吃安眠药”。

的，醒的特别早，我上床也早，晚上吃好饭，洗洗弄

P7“ 我是不主张吃太多药的，因为我相信总有别

弄，忙好，8 点钟就上床了，但是等睡着了就特别

的方法解决毛病的问题。我有糖尿病，也有高血

晚了，有时候一整夜睡不着。睡不着我心理难过，

压，现在还有蛋白尿，这都是些慢性病，总不能靠

下午就会补觉，补得时间太长，一睡能睡到晚上，

吃药解决，降糖药、降压药我都是不吃的，安眠药

要睡醒，所以现在白天不敢睡”。

我就更不会吃了，我怕有副作用。我是担心啊！

2. 4

主题 3：症状反应

症状反应（response）：指症状引起生理、心理、

社会与文化、行为的反应。冠心病失眠症患者会

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促进睡眠。析出 3 个主题：
包括身体与行为（身体与用药行为、身体与饮食行
为、身体与运动、身体与中医护理技术）；心理与行
为；社会文化与行为。
2. 4. 1

身体与行为

2. 4. 1. 1 身体与用药行为

2. 4. 1. 1. 1 认为中药对睡眠有益，但无法坚持心

毛病越多吃的药越多。我宁愿多吃中药也不愿吃
西 药 。 中 成 药 六 味 地 黄 丸 、金 匮 肾 气 丸 等 我 都
吃”。多数患者表示不愿吃西药助眠，如 P8、P12、
P13、P14、P19、P21 表示“怕安眠药副作用；或者安
眠药一般不会吃，能不吃就不吃”。
2. 4. 1. 2

身体与饮食行为

心悸失眠症患者会采取改变自我饮食行为来帮助
睡眠，觉得饮食是自然的，合适的、无伤害的方式。
P2“ 但现在改变饮食习惯了，少吃肉，已经不怎么
吃肉了（患者体型肥胖），吃的很少。多吃蔬菜，有

悸失眠症患者倾向于使用中药治疗失眠，但多数

糖尿病水果不怎么吃，但是吧！我口味依然很重，

患者因为主客观因素无法坚持。有些患者尝试过

盐吃得多，菜没盐觉得啥味道也没有”。P7“ 我觉

中药汤剂，但不能忍受中药的味道，选择放弃；也

得毛病要自我控制，我自己主要通过饮食控制，包

有用过中成药，患者认为有效且副作用较小。P1

括糖尿病、高血压、蛋白尿等，少吃大鱼大肉，也主

“看过老中医尝试过吃中药改善睡眠不好的情况，

要就吃些蔬菜，这次查出来蛋白尿，现在豆制品我

开始是还可以，有一定效果，睡觉好一点，后来就

也吃的少了，几乎不吃了”。P11“ 我平时是喜欢

没有效果了，因为觉得没效了，也就断掉不吃了”。

喝酒，但没觉得影响睡眠，喝多喝少看心情，朋友

P2“ 我也尝试过吃中药治疗毛病，那种医院煎好
了的药，但是没法坚持，吃了后，我实在忍受不了
那种中医的味道，就吃了几次就再也没吃过了”。

一起喝，酒量还可以吧。白酒 1 杯，大概 4-5 两

吧！啤酒 4 罐，1 罐也就 300ml 的，小罐。还行吧！
不多”。P14“ 我一般会采取饮食来改善睡眠，青

P4“ 我尝试过煎药，就是中药助眠，乌灵胶囊也每

菜就清淡的，用水煮就好，再放点盐、放点油、味精

天吃，我觉得中药汤药助眠，特别好，中药副作用

鸡精我都不放的。就在水里涝涝，手机上助睡眠

也小”。

的饮食，比如蓬蒿菜、金针菇、茄子可以促进睡眠，

2. 4. 1. 1. 2 对西药副作用的顾虑：对于西药助眠
多数患者是不接受的，担心成瘾、副作用以及戒断

反应，认为吃药对身体可能造成伤害；同样也有极
少数患者不排斥西药助眠。P4“ 我觉得安眠药我

是可以接受的，一般吧，我晚上 12 点钟才会吃安
眠药，佳静安定，就怕晚上睡不着觉，所以吃的也

我就多吃一点。但是胃口不好，吃多了也反胃不
消化，现在我对吃一点都不感兴趣”。
2. 4. 1. 3

身体与运动

心悸失眠症患者认为可以通过运动行为改变帮助
睡眠，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愿意采取运动的
方式改变睡眠不良的状况。P4“ 现在特别注重运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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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每天走路，天天保证 1 万步，可以促进睡眠，机

患者愿意采取艾灸的方式促进睡眠，但是担心艾

体疲劳后晚上睡觉会好一点。踮脚运动效果也不

烟的不良影响。有些患者怕针灸，不能接受针灸

错，我也喜欢”。P7“ 我觉得毛病要自我控制，通

针刺，同样也担心艾烟会对呼吸道产生不良刺激，

过饮食控制，当然还有运动，但是我现在发房颤，

会引起咳嗽或胸闷，以及居家艾灸艾烟是否会对

没法运动，动一动就出汗，出大汗，心慌心脏受不

家具和墙壁的影响。P2“ 针灸我怕的，有些人针

了。但是如果身体恢复了我还是会去运动的，到

灸路都走不了了，艾灸会有烟吗？我本身就有胸

公园里走走逛逛，活动活动”。P16“ 我特别爱运

闷，会因为艾灸加重吗？”P6“ 在医院艾灸，天天来

动，每天都会在健身房跑步，高强度的那种，晚上

医院，太吃力了，在家里吧！天冷，灸又不能开着

会睡得好一些，我特别注重也爱好健身”。

窗户，烟都在屋里，对家里的家具，墙壁会熏着

2. 4. 1. 4 身体与中医护理技术
2. 4. 1. 4. 1 穴位定位困难

心悸失眠症患者愿意采取中医护理技术改善

失眠症状，认为中医护理技术安全、有效、无副作
用。但是许多患者对穴位的定位难以把握。P5
“我会艾灸，我肝胆淤积症疼啊！所以肝脾肾三联

灸，一天 2-3 次，每次半小时。
（说着拿出自己用的

吧”P10“我儿子就是针灸医师，但是我怕针灸的，
艾灸的话 ，会不会像吸烟一样 ，伤害大”。P17、
P20、P23 表示艾灸可以接受，但怕艾烟对身体（呼
吸道）、或者家里（空气）的不良影响。
2. 4. 2

心理与行为

心悸失眠症患者认为通过自我情绪管理可以帮助
睡眠，但影响情绪的因素多种多样。中医理论认

艾灸灸具展示）。减轻疼痛真的太明显了。我还

为七情与心脏密切相关，七情过激均对心脏产生

是用蕲艾，湖北的。也不怕出艾烟，灸烫了后就更

不良影响。P2“ 我不关心养生保健知识，觉得没

换位置。拉链不完全拉上，热 30min 后还会有热

什么作用。也不在意自己的毛病到底会怎么样，

我会继续灸。
（说着便点燃艾条，并特别看看是商

心里还是蛮豁达开朗的”。P3“ 我自己脾气不好，

品名为蕲大妈的艾条，受访者还特别强调这个不

头皮犟，现在会经常自我反省，调节自己的心态，

是很好，要换湖北蕲春其它品牌的艾条）。我还用

尽量不纠结过去，能放下也就放下了。反正一生

艾灸贴治疗颈椎的毛病。我也试过泡脚，但好像

遇到的人，好好坏坏什么都有，也不能说遇到的全

对睡眠没多大用处。我喜欢艾灸，我知道（穴位）

是好人，想通了就行了，自己做认为值得做的事，

大概的位置，手上的这里（内关）、胸口这里（阿是

不后悔那时候做的事（见义勇为抓小偷的事情），

穴）我会按摩，有时候我胸口疼了，我就使劲掐，你

现在也蛮知足的”。P6“ 我现在什么事情都不需

看现在都被我掐的（撸起衣袖，解开衣扣，露出手

要管，心里蛮轻松的，中午没事就休息休息，睡不

腕和胸口皮肤）。我也会艾灸腿上（足三里）。数

着也睡，就躺在床上，眼睛闭着休息休息”。P14

数、数羊我也尝试过，但还是不太管用。我也会担

“我心态还是比较好的，我从来不纠结睡的好还是

心艾灸上火，但是这只是一小部分（坏处）。艾灸

不好。我现在所有脏器都有问题，我是想着最好

味道还是蛮好的，总之艾灸利大于弊。我已经做

一下子走掉，人也不受罪，也不会给小辈填负担。

了 3、4 个月的艾灸了。艾灸成本低，又好，又管

而且我下午会补觉，可能时间太长，一睡要睡到晚

用”。P7“ 我主要通过中医保健，饮食调理还有穴

上，要睡醒，才起来。所以也不太在意晚上睡不着

位按摩来调理身体。比如说抓五经头部（说着就

觉，睡足我觉得就可以了，管它白天晚上”。P21

右手放在头部，从额头从前到后开始按摩头皮）膀

也有心态好病就好了的心理。

胱经，任督二脉都在头上，我会抓 100 下，直到抓

的 头 皮 发 热 。 我 还 会 泡 脚 ，脚 底 有 涌 泉 ，我 泡

30min，晚上可以睡得好一些。我也会双手搓肾，
搓 50 下，把腰搓热喽（边说边按摩双侧腰部）。耳

2. 4. 3

社会文化与行为

心悸失眠症患者会采取自我社会文化的调试帮助
睡眠。P1“ 通过网上看一些养生保健的短片和短
视频，尝试过其它的方法，比如睡前喝热牛奶、温

朵上的穴位，我记不清楚这么多，也不知道具体的

水泡脚也都试过，但是对我好像没有什么用处，情

（穴位）在哪儿，就只管揉，耳朵上面有降压穴，我

况也没改善。我觉得对我来说好像很难，没有什

有 高 血 压 ，我 就 只 管 揉 ，搓 红 了 ，相 信 血 压 也

么好的办法（改善这种不好的情况）”。P4“ 我爱

会好”。

好摄影、经常带着相机到处跑，出去看看风景，人

2. 4. 1. 4. 2 对艾灸的认识存在误区：心悸失眠症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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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冥想等方法都蛮好的。向书本寻求帮助，不断

者“医院-社区-家庭”三维联动模式，定期以微信

学习，真的效果蛮好。特别是聚焦思维，把思维聚

公众号或者 APP 的形式，在健康教育模块植入患

焦到一个点，脑子就不容易胡思乱想，这样很容易

者症状体验内容，包括与疾病相关的症状感知、症

就睡着了”。P5“ 我会在手机上以及网络上关注

状评估（采用相关评估量表，如 piper 疲乏量表，对

保健知识，心脏用药等相关信息。一般晚上睡前

患者乏力症状进行评估。中医症状评分量表对心

会看手机 1 小时 30 分钟，现在我逐渐缩短看手机

悸相关症状进行评分。疼痛采用数字模拟评分

时间了，因为担心手机辐射对脑梗、颈椎、眼睛的

等）。以及合理合适的症状反应知识指导（健康教

伤害，还有对睡眠的影响”。P6“ 我平常喜欢唱歌

育知识，包括用药、饮食、运动、情志和中医护理技

跳舞，老伴陪着我，也支持我，
（老伴）包揽家务。

术等）。

我就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唱唱歌、跳跳舞，溜
溜圈”。P7 以及 P14“中医保健知识，我是非常相

3. 2

建立中医护理技术体系，加强心悸失眠症患

者“双心”管理。

信的。我一般都是从手机、电视上观看这些知识，

中医适宜技术在失眠症患者非药物治疗中，

养生节目我很喜欢，经常看。名医话养生，36. 7

拥有巨大优势，更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其有效性

这两个节目我经常看，觉得蛮有意思的。我学，就

已经被国内外学者广泛证明。中医适宜技术的应

用，用在自己身上，我想总归对自己有帮助”。

用，不仅能够避免失眠症患者安眠药物使用剂量，

3

而且可以降低患者药物依赖性、耐药性、戒断综合

3. 1

讨论

征 、失 眠 反 跳 等 不 良 反 应 。 中 医 适 宜 技 术 包

建立以患者为中心的症状体验评估体系
症 状 管 理 理 论（Symptom management theo⁃

ry，SMT） 是 2001 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ni⁃
［10］

括［18-22］针刺、艾灸、脐灸、按摩、耳穴、拔罐、穴位贴
敷、气功、导引、刮痧砭石、芳香疗法、中药足浴、药
枕、磁疗枕、情志疗法、意念疗法、音乐疗法、熏蒸

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UCSF）症状管

疗法、中药离子导入等等，这些中医适宜技术可通

理中心（Center for Symptom Management Faculty，

过调节人体气血、平衡阴阳，减少药物副作用，增

CSMF）以 Dodd M，Janson S，Facione N 为代表的

加疗效，达到改善患者睡眠质量，提高患者自我管

研究组提出。并认为症状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

理的目的。尽管中医护理技术种类繁多，但患者

程，并将其与护理领域中人、健康/疾病、环境相结

对心悸失眠症的理解存在误区，有无能为力的感

。SMT

觉，对中医康复保健知识了解不足，多数患者没有

是一个多维过程，它的核心概念，包括３个基本部

意识到其在疾病康复中的重要作用，而且中医护

分即症状体验、症状管理策略和症状管理效果。

理技术应用，尚未建立规范化标准，需要我们这一

症 状 体 验 包 括 症 状 感 知（perception）、症 状 评 估

代护理人继续努力，完善中医保健知识体系，建立

［11］

合，不断发展完善，形成症状管理模型

［12］

（evaluation）、症状反应（response） 。失眠症常
与心悸并存，Bang 等

［13］

研究表明失眠症是心血管
［14］

疾病发病率的独立危险因素。Jie 等

研究说明

中国老年人失眠症与冠心病高风险、高病死率密
切相关。Rosen 等［12］研究在患者症状管理中，有
效的症状管理策略可促使患者得到更积极的症状
［15］

体验，并能够促进其康复。Conchon 等

指出症

状管理必须是个性化，把患者对症状体验考虑在
提出 SMT 是结构化的方法，

［16］

内。Stadtmann 等

其注重规则而不是解释，使分析可理解、可验证尤
［17］

为重要。Letzkus 等

科学化的方案，以便更好地服务慢性病患者，并能
够加强心悸患者的双心管理，促进患者康复。

4

小结
笔者通过对 23 位心悸失眠症患者的半结构

式访谈，分别从 3 个层面：症状感知（perception）、
症状评估（evaluation）、症状反应（response）方面

对心悸失眠症患者的症状体验进行描述及整合。
在症状管理理论指导下，以症状体验为中心，注重
患者自我报告情况，在症状反应方面，心悸失眠症

认为缓解不愉快感觉或改

患者一方面普遍担心西药助眠的不良反应，有拒

变功能状态的治疗通常是针对症状进行的，应该

绝吃西药的行为反应，也存在中药治疗的难坚持

讲究干预时间、地点、剂量以及策略等内容。建立

性；另一方面也有进行中医中药治疗的意愿，并表

以患者为中心的心悸失眠症患者症状体验评估体

示愿意尝试中医护理技术促进睡眠，但存在不会

系是必要的，可以通过建立并完善心悸失眠症患

取穴，及取穴不精准的问题，再者有些患者担心艾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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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对身体、对环境的不良影响。这些是笔者接下
来要研究的问题。通过对心悸失眠症患者的症状
体验进行分析，有助于医护人员全面掌握患者身
体、心理以及在社会适应能力上的改变，并有针对
性地给予症状管理措施。希望通过艾灸，穴位选
取等方面，对心悸失眠症患者进行知信行的教育，
促使患者自觉建立正确的睡眠应对策略、睡眠认
知与睡眠态度，从而促进心悸失眠症患者心脏康
复。笔者针对心悸失眠症患者的症状体验的访谈
研究，是症状管理的主要组成部分，后续笔者将完
善心悸失眠症患者脐灸实施方案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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