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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焦虑特质视网膜脱离患者围手术期焦虑抑郁状态及变化差异

黄雪萍 、 杨　辉 、 文　晏 、 周小艳

【摘要】目的　探讨不同焦虑特质视网膜脱离患者焦虑抑郁状态差异及可能的相关因素，并探讨

术前、术后焦虑抑郁水平变化差异。方法　对 126 例择期手术的视网膜脱离患者应用状态 - 特质焦

虑问卷（STAI）及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定入院时焦虑、抑郁状况，并在术后再次对患者进行焦虑、

抑郁状态评估。结果　高焦虑素质个体术前焦虑抑郁水平均显著高于低焦虑素质个体，而高焦虑素

质个体中女性、经济负担重、重度饮酒者较多；术后，低焦虑素质个体焦虑水平显著升高，高焦虑

素质个体抑郁水平显著升高。结论　通过早期识别高焦虑素质的个体，从而针对性的采取改善焦虑

的心理干预技术；且在术后注意识别低焦虑素质个体焦虑情绪及高焦虑素质个体抑郁情绪并采取有

效的干预措施，从而为这一群体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心理卫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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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anxiety and depression levels between different anxiety quality patients of retinal detachment　 
 HUANG Xueping，YANG Hui，WEN Yan，et al. ChongQing Mental Healthy Center，Chongqing 401147，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between different anxiety quality 

patients with retinal detachment at pre- and post-operation period. Methods A random control trial was carried out in 

126 patient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ere measured by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STAI）and Self-Rating Depres-

sion Scale（SDS）. Results Compared with low anxiety quality patients，high anxiety quality patients experienced high 

level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t both pre- and post-operation period. Female gender，low income and alcohol drink-

ing were contributed to high anxiety quality. After operation，anxiety level increased in the low anxiety quality group and 

depression level increased in the high anxiety quality group. Conclusion The study reveals high anxiety quality patients 

showed high level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and more special intervention should be ap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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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网膜脱离是指视网膜组织中的神经上皮的色

素上皮层分裂，是一种常见的眼科致盲性疾病［1］。

患者对突如其来的变化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可能

出现焦虑、恐惧等心理反应，间接或直接地影响疾

病的治疗及康复［2］。有研究表明，不同患者的人格

特征与疾病有一定相关性［3］。本研究旨在探讨不同

焦虑特质视网膜脱离患者焦虑抑郁状态差异及可能

的相关因素，并探讨术前术后焦虑、抑郁水平变化

差异，从而探索更有针对性的心理卫生干预方案。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16 年 6 月 1 日～11 月 1 日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第二医院眼科收治的择期手术的 140 例视网膜

脱离患者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 140 份，收回有

效问卷 126 份。

1.2　方法

所有患者在入院当天完成第一次量表调查，并

在术后再次对被试进行第二次调查。

1.2.1　研究工具

1.2.1.1　一般资料问卷　包括姓名、年龄、性

别、婚姻状态、受教育程度、家庭类型、经济负担、

是否饮酒及吸烟等。

1.2.1.2　状态 - 特质焦虑问卷（STAI）　该问卷

为自评量表，其中第 1 项—第 20 项为状态焦虑问卷

（STAI），第 21 项—40 项为特质焦虑问卷（TAI）［4］。

状态焦虑描述一种不愉快的情绪体验，指人处于某

一情境时所产生的时间短暂、强度多变的紧张心理

状态；特质焦虑则用来描述相对稳定的、作为一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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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特质且具有个体差异的焦虑倾向。以 TAI 总分均

值 42.4 分为界，将总分≥ 42 分为高焦虑特质，＜ 42
分为低焦虑特征。

1.2.1.3　抑郁自评量表（SDS）　SDS 为自评量

表，用于评定抑郁状态的轻重。

1.2.2　质量控制

（1）调查方法：采用统一指导语进行问卷调查，

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及严重视力障碍被试采用问答式

评分，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被试采用自评式。（2）问卷

评定：评定前，向受检者解释评分方法及注意点，着

重强调反序计分要点，以便得到更可靠的结果。

1.2.3　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应用 SPSS19.0 统计软件处理，计数资

料比较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采

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影响患者焦虑特质检出率的因

素，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一般资料患者高焦虑特质检出状况比较
表1　不同一般资料患者高焦虑特质检出状况比较（n，％）

项目 子项目 高焦虑特质（TAI≥42） χ2 P

年龄 ＜54（n=52） 28（40.6％） 0.030 0.863

≥54（n=74） 41（59.4％）

性别 男（n=62） 28（41.2％） 4.233 0.040

女（n=63） 40（58.8％）

婚姻状态 已婚/有伴侣（n=106） 58（84.1％） 0.001 0.981

未婚/单身（n=20） 11（15.9％）

受教育程度 初中以下（n=34） 17（50％） 2.749 0.432

高中（n=42） 23（54.8％）

大学（n=34） 18（52.9％）

硕士及以上（n=16） 5（31.3％）

家庭类型 独居（n=10） 5（50％） 0 1.000

与家人同住（116） 58（50％）

经济负担 轻度（n=18） 7（38.9％） 9.651 0.008

中度（n=59） 23（39.0％）

重度（n=49） 33（67.3％）

吸烟 是（n=26） 9（34.6％） 3.102 0.078

否（n=100） 54（54.0％）

过度饮酒 是（n=5） 0（0％） 6.303 0.043

否（n=121） 69（100％）

其他慢性躯体病 有（n=33） 20（60.6％） 0.713 0.700

无（n=93） 49（71.0％）

表 1 显示，不同性别、经济负担、过度饮酒患者

焦虑特质检出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 或 0.01）。

2.2　术前术后不同焦虑特质患者焦虑抑郁状态

比较

表 2 显示，术前低焦虑特质组 STAI 均分为

34.75±7.74，SDS 均分为 36.29±7.10；高焦虑特质组

患者 STAI 均分为 47.43±9.31，SDS 均分为 42.42±

6.59。术后低焦虑特质组 STAI 均分为 36.99±10.39，

SDS 均分为 36.91±8.05；高焦虑特质组患者 STAI 均

分为 46.05±8.92，SDS 均分为 43.78±7.25。高焦虑

特质组术前、术后的焦虑（STAI）和抑郁（SDS）得

分均高于低焦虑特质组，具有显著性差异。

2.3　不同焦虑特质患者术前术后焦虑抑郁状态

比较

表 2 显示，对低焦虑特质组和高焦虑特质组在

手术前和手术后的焦虑（STAI）和抑郁（SDS）的两

样本 t 检验分析，低焦虑素质患者在手术前后的抑

郁程度没有统计学差异。但是，术后比术前更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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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具有显著性；高焦虑素质患者术在手术前后的焦

虑程度没有统计学差异。但是，术后比术前更抑郁，

差异具有显著性。

2.4　回归分析

进一步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性

别、经济负担、过度饮酒患者焦虑特质检出率比较差

异有显著性（P<0.05 或 0.01）。女性、家庭经济负担重

的患者和过度饮酒的患者，其高焦虑素质者检出率高。

3　讨论

视网膜脱离后患者首要面临的是视力下降甚至

视力丧失，有研究表明视网膜脱离后患者可能会出

现“精神休克”样表现，出现严重的心理应激反应［5］。

而不同焦虑素质的个体面对这一精神应激显示出了

不同的焦虑水平［6］。本研究采用 STAI 及 SDS 评定不

同焦虑特质视网膜脱离患者的焦虑抑郁状态结果显

示，高焦虑特质个体患病后其焦虑抑郁水平均显著

高于低焦虑素质个体（P<0.01）。提示高焦虑素质的

个体在罹患视网膜脱离时其焦虑抑郁情绪可能性明

显高于低焦虑素质个体。

进一步分析显示不同性别、经济负担、过度饮

酒患者焦虑特质检出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
或 0.01）。从性别看，女性群体中更多人具备高焦虑

素质［7］，这除了与女性本身的生理特点有关外，也

可能与在家庭和社会肩负的双重责任，接触较多社

会应激事件有关，从而提示在对视网膜脱落患者

进行心理干预时更应注重女性群体［8］。从经济负担

看，家庭经济负担重的患者更容易具备高焦虑素

质，当然也可能具备高焦虑素质的患者更容易过分

恶化家庭经济负担，倾向于认为家庭经济负担很

重［9］。不同饮酒状态患者焦虑素质比较差异有显著

性（P<0.05），这可能与这部分患者中本身过度饮酒

的患者较少，而导致其高焦虑素质者检出率低有关。

既往有研究认为患者的人格特征与心身疾病有

一定相关性。本研究显示，不同焦虑特质患者焦虑、

抑郁检出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1）。提示具有

焦虑特质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明显。以上结果表明，

评估视网膜脱离患者是否具有焦虑特质及性别及经

济情况，有助于医务人员更好的识别焦虑抑郁高危

人群，从而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提高其心理健康水

平［9］，提示在术前即可针对性的对高焦虑人群进行

术前心理干预。

通过比较不同素质患者术前术后焦虑抑郁水平

变化发现。通过比较不同素质患者焦虑水平发现，

低焦虑素质患者术后焦虑水平较术前显著升高，而

高焦虑素质患者术后焦虑水平较术前无显著变化。

分析其原因可能是手术本身作为一个应激在术后容

易导致患者焦虑情绪加重，低焦虑素质患者术前焦

虑水平较低，术后在手术应激下焦虑水平显著上升；

而高焦虑素质患者由于其焦虑水平在术前已经处于

高焦虑水平使其上升不明显［10］。

通过比较不同素质患者抑郁水平发现，术后高

焦虑素质个体抑郁情绪较术前更加明显。通过比较

表2　术前术后不同焦虑特质患者焦虑抑郁状态比较（％，x±s）

组别
术前 术后

STAI SDS STAI SDS

低焦虑特质 34.75±7.74 36.29±7.10 36.99±10.39 36.91±8.05

高焦虑特质 47.43±9.31 42.42±6.59  46.05±8.92 43.78±7.25

t 8.303 5.016 3.251 5.033

P <0.001* <0.001* 0.001* <0.001*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3　不同焦虑特质患者术前术后焦虑抑郁状态比较（x±s）

手术前后
低焦虑特质 高焦虑特质

STAI SDS STAI SDS

术前 34.75±7.74 36.29±7.10 47.43±9.31 42.42±6.59

术后  36.99±10.39 36.91±8.05 46.05±8.92 43.78±7.25 

t 2.010 1.038 1.364 2.841

P 0.048* 0.303 0.177 0.006*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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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素质个体术前术后焦虑抑郁水平变化值发现高

焦虑素质患者较低焦虑素质患者焦虑情绪波动大，

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提示高焦虑素质的个体

情绪稳定性较差。以上结果表明，对于低焦虑素质

个体，术后可针对性采取缓解焦虑的干预技术，如

放松训练、音乐疗法等［11］。而对高焦虑素质个体，

不仅需要术前即采取有效缓解焦虑的干预技术，在

术后同时需要注意其抑郁情绪，从而采取认知矫正

等干预技术。

综上所述，视网膜脱离患者为焦虑抑郁情绪明

显高于普通人的群体［12］，而这一群体中不同焦虑素

质的个体又显现出不同的精神状态。而在临床工作

中，通过早期识别高焦虑素质的个体，从而针对性

的采取改善焦虑的心理干预技术；且在术后注意识别

低焦虑素质个体焦虑情绪及高焦虑素质个体抑郁情

绪，并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从而最大程度地改善

患者的远期预后及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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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文拉法辛与丁螺环酮治疗广泛性焦

虑症均有较好的治疗效果，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

但是文拉法辛抗焦虑治疗的效果优于丁螺环酮。考

虑文拉法辛是可以短期和长期治疗广泛性焦虑症的

药物，因此，治疗广泛性焦虑症如无相关禁忌症，

可考虑优选文拉法辛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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