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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性近视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及影响患者焦虑及抑郁情绪的相
关影响因素分析

孔令菊 、 杨婧楠 、 杨　甜 、 张红方

【摘要】目的　探讨病理性近视患者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相关风险因素。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1 月 ~2017 年 12 月就诊于本院的病理性近视患者共 200 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自评式问卷调查法评估患者心理健康状况及焦虑、抑郁状态，调查影响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相

关风险因素。结果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200 份，所有问卷全部收回，回收率 100％；无缺损、字

迹不清等问卷，调查有效率 100％。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00 例病理性近视患者中，有 31 例出现轻

度焦虑（15.50％），9 例出现中度焦虑（4.50％），3 例出现重度焦虑（1.50％）。28 例出现轻度抑郁

（14.00％），8 例出现中度抑郁（4.00％），2 例出现重度抑郁（1.00％）。200 例病理性近视患者 SAS、

SDS 评分结果均明显高于全国常模水平，数据比较差异显著（P< 0.05）；将所有患者一般资料进行单

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工作状态、受教育程度、年收入水平、眼部手术史及视力损伤情况是影响病理

性近视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风险因素（P< 0.05）；将单因素分析得出变量纳入 Logistic 回归模型中

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发现工作状态、受教育程度、年收入水平、眼部手术史及视力损伤情况是影

响病理性近视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独立风险因素（P< 0.05）。结论　病理性近视患者中存在心里

健康问题的患者较多，且影响其焦虑、抑郁情绪的风险因素多且复杂，进行针对性预防对改善患者

不良情绪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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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 myopia and analysis of related in-
fluencing factors affecting anxiety and depression　　KONG Lingju，YANG Jingnan，YANG Tian，et al. 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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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 myopia and the re-

lated risk factors affecting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200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 myopia who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November 2015 to December 2017 were enrolled. The self-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assess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anxiety and depression status of the patients，and to investigate the risk fac-

tors affecting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the patients. Results　A total of 20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in this 

survey. All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nd the recovery rate was 100％. There were no questionnaires such as defects 

and unclear writings. The survey efficiency was 100％.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showed that of the 200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 myopia，31 had mild anxiety（15.50％），9 had moderate anxiety（4.50％），and 3 had severe anxi-

ety（1.50％）.28 cases had mild depression（14.00％），8 cases had moderate depression（4.00％），and 2 cases had 

severe depression（1.00％）. The results of SAS and SDS in 200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 myopia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norm level，and the data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P<0.05）. The general data of all patients 

were analyzed by univariate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e working status，education level，and year. The income 

level，the history of eye surgery and the visual impairment were the risk factor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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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性近视在我国发病率约为 1％~2％，患者

常见并发症包括黄斑变性、出血、裂孔、玻璃体液

化、视网膜脱离等［1，2］。临床调查显示超过 90％的

病理性近视患者伴有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这些

不良情绪会直接影响到患者医疗行为和治疗效果的

评估，如何改善病理性患者心理状况是许多临床学

者研究的重点［3-5］。本次研究采用自评式问卷调查

的方法对收治的 200 例患者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

评估影响其不良情绪产生的相关风险因素，并提出

预防和诊疗方案，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 2015 年 11 月 ~2017 年 12 月本院收

治的病理性近视患者共 200 例，其中男 115 例，平均

（38.64±6.78）岁；女 85 例，平均（39.01±6.80）岁。

征得所有患者同意并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后开始研

究。所有患者一般资料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

有可比性。

1.2　诊断和纳入标准

诊断标准：参照《病理性近视眼眼底改变》［6］。

纳入标准：①所有患者均符合病理性近视诊断标准；

②自愿参与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3　方法

患者就诊后均完善相关检查，明确作出诊断。

使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评

估所有患者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患者一般资料包括籍

贯、年龄、家庭住址、受教育程度、工作情况、收

入水平等；检查记录眼功能各项指标如视力、眼压、

眼轴、屈光度等水平。问卷调查时由患者独立填写，

不予讨论，填写自身实际感受。

1.4　观察指标

使用 SAS、SDS 评分评估所有患者心理健康状

况，共 20 项，每项 4 分，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焦

虑状况越严重，并将评估结果与全国常模分（SAS：

33.80±5.90，SDS：41.88±10.57）进行比较。调查

所有患者基本资料，分析影响病理性近似患者焦虑、

抑郁状态的风险因素。

1.5　统计学方法

使用统计学软件 SPSS19.0 处理数据，以平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计量资料，t 检验。单因素分析

有统计学意义的则纳入多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焦虑、抑郁患病率及 SAS、SDS 评分结果

比较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200 份，所有问卷全部收

回，回收率 100％；无缺损、字迹不清等问卷，调查

有效率 100％。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00 例病理性近

视患者中，有 31 例出现轻度焦虑，9 例出现中度焦

虑，3 例出现重度焦虑。28 例出现轻度抑郁，8 例出

现中度抑郁，2 例出现重度抑郁。200 例病理性近视

患者 SAS、SDS 评分结果均明显高于全国常模水平，

数据比较差异显著（P<0.05），见表 1。
表1　病理性近视患者SAS、SDS评分结果比较（x±s，分）

组别 n SAS评分 SDS评分

病理近视患者 200 40.20±6.88 49.67±10.94

全国常模水平 200 33.80±5.90 41.88±10.57

t - 9.986 7.242

P - 0.000 0.000

2.2　单因素分析

将所有患者一般资料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

示工作状态、受教育程度、年收入水平、眼部手术

史及视力损伤情况是影响病理性近视患者焦虑、抑

郁情绪的风险因素（P<0.05），见表 2。

2.3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得出变量纳入 Logistic 回归模型

中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发现工作状态、受教育程

度、年收入水平、眼部手术史及视力损伤情况是影

响病理性近视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独立风险因素

（P<0.05），见表 3。

3　讨论

随着近年来临床治疗观念的改变，人们逐渐了

with pathological myopia（P<0.05）. The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work status，education level，annual income 

level，eye surgery history and visual impairment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hological 

myopia patients（P<  0.05）. Conclusion　There are many patients with mental health problems in pathological myo-

pia，and the risk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re many and complicated. Targeted prevention has posi-

tive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patients' bad mood.

【Key words】 Pathological myopia；Mental health；Anxiety；Depression；Risk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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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到不良心理对疾病发生和发展的影响，临床医师

治疗不在是仅仅停留在躯体治疗上，更要注意患者

在治疗过程中合并出现的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7-9］。

病理性近视作为一种致盲率较高的眼部疾病，患者

发病后的心理状况更要引起医务人员的重视，只有

充分了解到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才能更好的开展

临床诊疗工作［10］。

为探讨病理性近视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

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风险因素，本次研究将收治

的 200 例病理性近视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SAS、

SDS 量表调查患者情绪状态，结果显示 200 例患者

中有 43 例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情绪（21.50％），有

38 例出现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19.00％），明显高

于正常水平。研究发现，同一患者往往同时存在焦

虑、抑郁情绪，两者出现的先后顺序无规律性，两

者互相影响，互相加重，严重影响患者社会认知功

能，严重时甚至会使其丧失自理能力［11-13］。

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工作状态、受教育程度、年

收入水平、眼部手术史及视力损伤情况是影响病理性

近视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独立风险因素，在职患者

不良情绪发生率明显低于退休或待业患者，分析原因

可能与患者每日充实工作，有稳定经济来源，不用为

医疗费用发愁有关；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患者出现焦虑、

抑郁情绪的概率明显低于低学历患者，学历越高了解

知识面越广，明白积极接受治疗是有几率治愈的，而

学历较低的患者不了解疾病相关知识，更容产生恐

惧，进而引发其他不良情绪［14］。年收入越高的患者产

生不良情绪的概率越低，患者能够承担较为高额的医

疗费用，或者可以选择较为先进的治疗方法，治愈率

更高，而收入较低的患者往往会为医疗费用发愁，这

加快了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的发生和发展。视力损

伤情况越重的患者发生不良情绪的风险越高。焦虑、

抑郁等不良情绪的发生，除了给患者治疗心态带来影

响外，还有可能使治疗效果降低。患者情绪消极，治

疗依从性、配合度低，不相信手术治疗，不重视药物

治疗，这种消极的心态会直接影响治疗效果，所以临

床医师在对此类患者进行诊疗时，除了积极开展躯体

治疗外，还应注重心理指导，了解患者出现哪些不良

情绪及这些不良情绪产生的原因，开展针对性心理疏

导往往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15］。

综上，病理性近视患者中存在心里健康问题的

患者较多，且影响其焦虑、抑郁情绪的风险因素多

且复杂，进行针对性预防对改善患者不良情绪有积

极意义。

表2　单因素分析结果

因素 n（n=200）
SAS评分 SDS评分

焦虑人数
（n=43） P 抑郁人数

（n=38） P

性别 - - - - -

　　男 115 22（51.16） 0.743 20（52.63） 0.457

　　女 85 21（48.84） 18（47.37）

家庭住址 - - - - -

　　省内 79 23（53.49） 0.324 19（50.00） 1.000

　　省外 121 20（46.51） 19（50.00）

工作状态 - - - - -

　　在职 111 10（23.26） 0.000 10（26.32） 0.000

　　退休或待业 89 33（76.74） 28（73.68）

　　受教育程度 - - - - -

　　初中及以下 45 19（44.19） 0.000 17（44.74） 0.000

　　高中及中专 94 16（37.21） 16（42.11）

　　大专及以上 61 8（18.60） 5（13.16）

年收入水平 - - - - -

　　＜5万 89 21（48.84） 0.000 19（50.00） 0.000

　　5～10万 88 13（30.23） 15（39.47）

　　＞10万 23 9（20.93） 4（10.53）

眼部手术史 - - - - -

　　有 59 31（72.09） 0.000 27（71.05） 0.000

　　无 141 12（27.91） 11（28.95）

婚姻状态 - - - - -

　　已婚 181 24（55.81） 0.100 19（50.00） 1.000

　　离异 19 19（44.19） 19（50.00）

视力损伤情况 - - - - -

　　无或轻度损伤 75 11（25.58） 0.000 24（63.16） 0.000

　　中度损伤 94 13（30.23） 11（28.95）

　　重度损伤 31 19（44.19） 3（7.89）

表3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类型 B S·E Wald P OR 95％CI

工作状态 1.205 0.431 5.360 ＜0.01 4.112 1.551~7.150

受教育程度 1.541 0.375 11.244 ＜0.01 3.025 1.150~1.154

年收入水平 0.945 0.157 0.184 ＜0.01 2.612 1.841~1.555

眼部手术史 1.112 0.587 1.201 ＜0.01 2.541 1.541~1.021

视力损伤情况 1.254 0.942 2.574 ＜0.01 2.115 1.605~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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