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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内障患者术前焦虑抑郁情绪与自我感受负担量相关性分析

刘春平 、 郑珠江 、 徐　臻 、 许兰芳 、 张　超 

【摘要】目的　分析白内障患者术前焦虑抑郁情绪与自我感受负担量相关性。方法　抽取于 2014

年 1 月 ~2017 年 6 月在本院行白内障手术患者 96 例作为研究对象。使用自订调查表调查患者一般情

况；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评估患者焦虑和抑郁评分；自

我感受负担量表（Self-Perceived Burden Scale，SPBS）评估患者自我感受负担量。白内障患者术前焦

虑抑郁量与自我感受负担量关系采取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　白内障患者术前焦虑得分（18.72±

2.07）分，抑郁得分（19.47±2.26）分，其中抑郁得分 >18 分患者人数 57 例（66.28％）。白内障患者

术前身体因素（6.41±1.12）分、情感因素（10.27±2.35）分和经济因素（20.46±3.82）分，自我感受

负担总分（37.62±5.28）分，轻度负担 45 例（53.32％）、中度负担 24 例（27.91％）和重度负担 17 例

（19.77％）。白内障患者术前焦虑、抑郁均与身体因素、情感因素和经济因素呈正相关性（P< 0.05），

情感因素与焦虑、抑郁间正相关性最明显（P< 0.01），其次为经济因素、身体因素。结论　白内障患

者术前自我感受负担与其焦虑和抑郁心理显著相关，应采取积极心理干预和救助帮扶改善其自我感

受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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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reoperative anxiety，depression and self perceived burden in cataract patients
　　LIU Chunping，ZHENG Zhujiang，XU Zhen，et al.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Jishuitan Hospital，Beijing 
100096，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reoperativ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nd self perceived 

burden in cataract patients. Methods　A group of 96 patients undergoing cataract surgery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4 to June 2017 were selected. The general condition of the patient were collected by using custom survey question-

naire；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was used to assess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the patients；，

and Self-Perceived Burden Scale（SPBS）was used to assess the patients' self-perceived burden.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operativ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nd self perceived burden. 

Results　The preoperative anxiety score of cataract patients was（18.72±2.07），and the score of depression was（19.47
±2.26）. Among these patients，there were 57（66.28％）subjects with with score of depression great than 18 . Before 

cataract surgery，the scores of the Self-Perceived Burden Scale were as follow：Physical factors（6.41±1.12），affec-

tive factors（10.27±2.35），economic factors（20.46±3.82），and self perceived burden total score（37.62±5.28）.45
（53.32％）cases have mild burden，24 cases（27.91％）have moderate burden，and 17 cases（19.77％）have se-

vere burden. .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cataract patients with physical factors，emotional factors and economic 

factor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P<0.05），and the affective factor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mong the most obvious 

positive correlation，followed by economic factors，physical factors. Conclusion　Preoperative self perceived burden 

of cataract patients were positive correlated with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ymptom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

tion should be taken to improve their self perceived burden.

【Key words】Cataract patients；Preoperative；Anxiety and depression；Self perceived burden；Correlation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100096）。

［第一作者简介］刘春平（1987.06-），女，北京人，大专，护师，研究方向：眼科护理。

［通讯作者］刘春平（Email：liuchunping123123@163. com）。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8 年第 45 卷第 5 期- 946 -

◎

护
理
探
讨◎

 N
ursing discussion

目前，我国视力残疾者约占整个残疾人口的

14.86％，其中 46.93％是白内障患者。白内障是一

种眼球器官退行性疾病［1，2］，可致患者视力障碍或

致盲，严重干扰其正常生活和工作，其治疗方式以

手术为主。自我感受负担于 1993 年由 Cousineau 提

出［3］，指的是指因病需他人照护个体担忧自己给照

护者生活产生干扰一种担忧、自责、内疚和挫折的

心理负担。白内障患者由于视力障碍，术前需家人

或朋友看护，故内心易产生拖累他人的感觉，表现

出自责和焦虑感。本文抽取于 2014 年 1 月～2017 年

6 月在本院行白内障手术患者 96 例作为研究对象，

旨在分析白内障患者术前焦虑抑郁情绪与自我感受

负担量相关性，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抽取于 2014 年 1 月 ~2017 年 6 月在本院行白内

障手术患者 96 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4］：①单

眼白内障，白内障诊断标准符合 2016 年美国眼科学

会（AAO，American Acadmemy of Ophathalmology）发

布的成人白内障标准；②待行白内障超声乳化摘除术

和超声乳化人工晶状体置入术者；③对本研究享有知

情权，并自愿签订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合并心

脑血管疾病、肝脏功能不全、血液系统恶性疾病及

癌症者；②有既往抑郁史、精神疾病、智力不全和依

从性较差者；④合并听力残疾者；⑤近期有抗精神抑

郁或镇静类药物智力者。

1.2　方法

①一般情况调查。使用自订调查表，参考患者

病例资料依次记录其性别、年龄、职业、家庭月收

入、居住地、病程等。②患者焦虑和抑郁调查。使

用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评估患者焦虑和抑郁评分［5］，该量

表包括 14 个条目，由焦虑分量表（HAD-A）7 个条

目和（HAD-D）7 个条目组成，每个条目评分采取

Likert 4 级评分法，依次为：0 分，无；1 分，有点；

2 分，明显；3 分，非常，其中 HAD-D ≥ 8 分，代

表患者处于病理抑郁状态，患者得分越高，则焦虑

和抑郁程度越明显。③自我感受负担量调查，使

用 Cousineau 等［6］研制患者自我感受负担量表（Self-

Perceived Burden Scale，SPBS）评估白内障患者术前

自我感受负担量，该量表包括 10 个条目，含身体

因素（2 个条目）、情感因素（3 个条目）、经济因素

（5 个条目）3 个维度，每个条目评分采取 Likert 5 级

评分法，依次为：1 分，从不；2 分，偶尔；3 分，有

时；4 分，经常；5 分，始终，得分越高，则患者自

我感受负担越严重，分级标准：无明显自我感受负

担：<20 分，轻度自我感受负担：20~29 分；中度自我

感受负担：30~39 分；重度自我感受负担：≥ 40 分，

该量表经本研究成员针对重新测量后，内部一致性

Cronbachs’α为 0.89，信度为 0.90。

1.3　统计学方法

用 SPSS 19.00 对录入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符

合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选择（x±s）表示，不符合数据

选择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 M 表示，计数资料用百

分比（％）表示，术前白内障患者焦虑抑郁量与自我

感受负担量关系采取 Pearson 相关分析，P<0.05 时，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一般情况调查结果

本研究 86 例白内障患者，男 37 例（43.02％），

女 49 例（56.98％）；年龄 51~80 岁，平均年龄（64.81
±11.94）岁，51~60 岁 25 例（29.07％），61~70 岁

34 例（39.53％），71~80 岁 27 例（31.40％）；小学

文化及以下 38 例（44.19％），中学文化（中学、中

专和技校）31 例（36.05％），大专及以上文化 17 例

（19.76％）；农村患者 50 例（58.14％），城市患者

36 例（41.86％）；配偶陪护 39 例（45.35％），子女

陪护 32 例（37.21％），其他人陪护 15 例（17.44％）；

病程 2~15 年，平均（6.28±3.71）年，2~5 年 37 例

（43.02％），6~10 年 29 例（33.72％），11~15 年 20
例（23.26％）。

2.2　白内障患者焦虑和抑郁调查结果

本研究白内障患者焦虑得分（18.72±2.07）分，

抑郁得分（19.47±2.26）分，其中抑郁得分 >18 分患

者人数 57 例，比例 66.28％。

2.3　白内障患者自我感受负担量表调查结果

本研究 86 例白内障患者自我感受负担量表调

查结果显示，身体因素（6.41±1.12）分、情感因素

（10.27±2.35）分和经济因素（20.46±3.82）分，总

分（37.62±5.28）分。86 患者均有自我感受负担量，

其中轻度 45 例（53.32％）、中度 24 例（27.91％）和

重度 17 例（19.77％）

2.4　白内障患者焦虑抑郁与自我感受负担量相

关性分析

本 研 究 86 例 白 内 障 患 者 中 ， 其 焦 虑 、 抑 郁

均与身体因素、情感因素和经济因素呈正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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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其中情感因素与焦虑、抑郁间正相关性

最明显，其次为经济因素、身体因素，见表 1。
表1　白内障患者术前焦虑抑郁与自我感受负担量相关性分

析（n=753）

身体因素 情感因素 经济因素 总分

r值 P值 r值 P值 r值 P值 r值 P值

焦虑 0.383 <0.05 0.476 <0.01 0.414 <0.01 0.428 <0.01

抑郁 0.325 <0.05 0.467 <0.01 0.426 <0.01 0.415 <0.01

注，r代表Pearson相关系数，r>0，代表呈现正相关 

3　讨论

白内障患者术前焦虑和抑郁心理产生根源主

要由长期视力障碍和对手术创伤应激心理投射而引

起，表现出焦虑、悲观和自责等负面情绪［7］。本研

究中，白内障患者焦虑得分（13.72±2.07）分和抑郁

得分（18.47±2.26）分，均高于各自对应量表总分的

60％，结果与麻荣萍等［8］研究显示白内障患者术前

1d 焦虑自评和抑郁自评均表现出中度以上结果相符。

通过分析等对眼科疾病住院患者心理情况分析结果，

得出白内障患者生活不能自理、需家人照顾的自责

感、术前高度紧张心理和对手术结果不确定性是造

成白内障患者心理焦虑和抑郁主观根源。

陈红梅等［9］研究显示 85.31％老年性白内障患

者表现出自我感受负担，本研究可得全部 86 例患者

自我感受负担总分（37.62±5.28）分，均表现出自

我感受负担，高于食管癌化疗、血液透］和肝硬化患

者，表明白内障由于切断患者通过眼睛感受外界事

物和情感的通道，导致其生活能力障碍或丧失，而

其他器官感觉和功能不同于重症患者，均处于或接

近于正常状态，故其内心对患病后生活现状改变需

求更迫切、期望更高，对自己拖累家人心理负担更

重，故自我感受负担量最高。诸多资料报道［10］，白

内障患者主要为农村高龄人群，此类患者家庭经济

条件较差、治疗费用自承担比较较高和文化水平不

高，均易导致其产生对家庭的愧疚感而感受较强自

我感受负担。

Min 等［11］研究显示，眼科疾病患者焦虑抑郁与

其治疗费用支付方式呈现密切关系，反映出自费患

者焦虑和抑郁评分高于公费及半自费的患者。刘秀

如［12］研究也显示，眼科疾病家庭经济状态对其焦虑

和心理状况影响较复杂，经济负担不能对经济条件

好患者产生较大影响，其自我感觉负担中经济因素

权重较低，但也提升其对情感因素的要求，而经济

条件差患者对手术费用和术后持续治疗费的经济负

担感受强烈。本研究中，白内障患者术前焦虑、抑

郁均与身体因素、情感因素和经济因素呈正相关性

（P<0.05），表明患者可能对自己疾病所引起的家庭

负担而产生激烈的内疚感或自责感，加之视力障碍

产生无助感，均使其心理负担越重，焦虑和抑郁心

理越强烈。

综上所述，白内障患者术前自我感受负担可显

著加重其焦虑和抑郁心理，应采取积极心理干预和

救助帮扶，改善其自我感受负担，促使其以乐观积

极的心理迎接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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