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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术后化疗期癌症复发恐惧情绪及影响因素

孟　芳 、 陈秀芹 、 李巧云 、 郭尚云 、 葛倩倩

【摘要】目的　研究宫颈癌患者术后化疗期癌症复发恐惧情绪及影响因素。方法　选择 2016 年 12

月 ~2018 年 12 月我院于我院治疗的 114 例宫颈癌患者，均采用根治手术联合化疗治疗，采用疾病进

展恐惧简化量表（FoP-Q-SF）评价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现状并与常模值比较。调查患者性别、婚姻、家

庭人均收入等资料，分析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因素。结果　114 例宫颈癌患者术后化疗期 FoP-Q-SF

评分为（38.65±8.32），显著高于常模值（18.65±4.01）（P<0.05）；不同年龄、宫颈癌 FIGO 分期、应对

方式、家庭人均年收入、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婚姻、学历、自我效能的患者 FoP-Q-SF 评分差异明显

（P<0.05），不同职业状态、子女情况、化疗不良反应的患者 FoP-Q-SF 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年龄、FIGO 分期、应对方式、家庭人均年收入、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是宫颈

癌术后化疗期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宫颈癌术后化疗期癌症复发恐惧程度较高，

受到年龄、病情、应对方式、经济状况等多种因素影响，临床应开展针对性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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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the statu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ancer recurrence fear in postoperative chemo-
therapy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MENG Fang，CHEN Xiuqin，LI Qiaoyun，et al.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Fif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statu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ancer recurrence fear in postoperative 

chemotherapy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Methods　A total of 114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in our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16 to December 2018 were selected. They were treated with radical surgery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 The 

disease progression fear simplification scale（FoP-Q-SF）was used to assess current situation of cancer recurrence fear in 

patient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　The FoP-Q-SF score of 114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in 

postoperative chemotherapy was（38.65±8.32），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norm（18.65±4.01）（P<0.05）.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FoP-Q-SF scores between the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ages，FIGO staging of cervical 

cancer，coping style，per capita annual income of family，mode of payment of medical expenses，marriage，education，

and self-efficacy（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FoP-Q-SF scores betwee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oc-

cupational status，children's status，and chemotherapy adverse reactions（P>0.05）.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ge，FIGO stage，coping style，family per capita annual income，and medical expenses payment methods 

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ancer recurrence fear in postoperative chemotherapy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P<0.05）. 

Conclusion　The postoperative chemotherapy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had high degree of fear of cancer recurrence，

which were affected by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age，condition，coping style，and economic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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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是妇科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术后复

发也是影响远期预后的重要因素，患者对复发的恐

惧感也成为影响宫颈癌根治术后生活质量的重要因

素［1］。癌症复发恐惧是指一种担心、恐惧癌症复发

的不良心理及精神状态，严重者甚至影响治疗依从

性。调查显示，37％~84％的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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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癌症复发恐惧感［2］。本研究调查宫颈癌患者

复发恐惧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 2016 年 12 月 ~2018 年 12 月我院于我院治

疗的 114 例宫颈癌患者，均采用根治手术联合化疗

治疗。纳入标准：原发性宫颈癌患者；年龄＞ 18 岁

周岁，小学及以上文化水平；无精神疾病史；宫颈癌

根治术后生命体征稳定；具有一定的读写能力；对本

调查知情且签署相关知情同意文件。排除标准：手术

治疗失败或术后生命体征较差者；合并其他部位恶性

肿瘤；短期内已复发或远处转移者；合并心脑血管、

肝肾等其他严重疾病。

1.2　方法

癌症复发恐惧评价参照吴奇云汉化的 2006 年

FoP-Q-SF 量表修订版［3］，包括症状 / 副作用、躯体功

能等 12 项，从“没有”至“总是”评分 1~5 分，量表共

计 60 分，超过 34 分表明存在癌症复发恐惧感。本研

究该量的 Cronbach’S a 系数为 0.90，信度、效度良好。

调查相关人口特征包括：年龄（18~40 岁，41~60 岁，

＞ 60 岁），宫颈癌 FIGO 分期［4］（Ⅰ期、Ⅱ期、Ⅲ期），

应对方式［5］（面对，回避，屈从）、家庭人均年收入

（＜ 10000 元，10000～30000 元，＞ 30000 元），医疗

费用支付方式（城镇医保，新农合医保，自费），婚姻

（已婚，未婚 / 离异 / 丧偶）、学历（初中，高中 / 中专，

大专 / 本科，研究生及以上），职业状态（在职，离退

休），自我效能［6］（高，低），子女情况（有，无），化疗

不良反应（有，无）。质量控制：不同人口学特征之间

FoP-Q-SF 量表差异先行 t 检验或重复方差分析，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再纳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2 .00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采用率

“％”的形式表示，计数资料采用“x±s”表示，两

组数据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多组数据比较采

用重复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独立危险因素，

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宫颈癌患者术后化疗期癌症复发恐惧现状

及不同人口学特征差异

114 例宫颈癌患者术后化疗期 FoP-Q-SF 评分

为（38.65±8.32），显著高于常模值（18.65±4.01），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宫颈癌

FIGO 分期、应对方式、家庭人均年收入、医疗费用

支付方式、婚姻、学历、自我效能 FoP-Q-SF 评分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职业状态、子

女情况、化疗不良反应 FoP-Q-SF 评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不同人口学特征FoP-Q-SF评分差异（x±s）

人口学特征 n n FoP-Q-SF评分 t/F P

年龄（岁） 18~40 30 35.76±7.11 5.35 0.006

41~60 64 41.45±8.98

＞60 20 37.65±7.32

宫颈癌FIGO分期 Ⅰ期 40 34.12±6.91 12.17 ＜0.001

Ⅱ期 45 39.44±7.92

Ⅲ期 29 43.55±9.31

应对方式 面对 34 35.33±8.01 5.43 0.006

回避 50 40.23±8.12

屈从 30 41.11±7.11

家庭人均年收入（元） ＜10000 24 41.22±9.31 4.12 0.019

10000~30000 55 37.87±8.12

＞30000 35 35.01±7.45

医疗费用支付方式 城镇医保 60 33.42±6.32 7.56 ＜0.001

新农合医保 44 39.23±8.41

自费 10 43.66±9.03

婚姻 已婚 89 36.12±8.21 2.066 0.041

未婚/离异/丧
偶

25 40.11±9.98

学历 初中 24 40.31±7.01 12.54 ＜0.001

高中/中专 40 37.23±8.01

大专/本科 34 37.01±8.45

研究生及以上 16 39.11±8.12

职业状态 在职 84 39.32±9.02 1.775 0.078

离退休 30 36.02±7.88

自我效能 高 48 40.54±8.33 2.533 0.013

低 66 37.09±6.22

子女情况 有 106 38.33±7.87 0.165 0.869

无 8 38.81±8.39

化疗不良反应 有 104 38.01±8.33 0.233 0.763

无 10 38.99±8.21

2.2　宫颈癌患者术后化疗期癌症复发恐惧多元

线性回归分析

以 FoP-Q-SF 评分为因变量，2.1 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的项目为自变量，即年龄（18~40 岁 =1，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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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2，＞ 60 岁 =3），宫颈癌 FIGO 分期（Ⅰ期 =1、Ⅱ

期 =2、Ⅲ期 =3），应对方式（面对 =1，回避 =2，屈从

=3）、家庭人均年收入（＜ 10000 元 =1，10000~30000
元 =2，＞ 30000 元 =3），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城镇医

保 =1，新农合医保 =2，自费 =3），婚姻（已婚 =1，未

婚 / 离异 / 丧偶 =2）、学历（初中 =1，高中 / 中专 =2，

大专 / 本科 =3，研究生及以上 =4），自我效能（高 =1，

低 =2）纳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P<0.05 为危险因素，

结果显示年龄、FIGO 分期、应对方式、家庭人均年

收入、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是宫颈癌术后化疗期癌症复

发恐惧的影响因素（P<0.05），见表 2。
表2　宫颈癌患者术后化疗期癌症复发恐惧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项目 β SE β， t P

年龄 －1.987 0.792 －0.188 －2.643 0.012

FIGO分期 1.560 0.711 0.165 2.240 0.030

应对方式 －4.470 0.180 －0.198 －2.665 0.010

家庭人均年收入 －2.334 0.632 －0.248 －3.446 0.001

医疗费用支付方式 －2.002 0.668 －0.202 －3.112 0.006

3　讨论

宫颈癌的复发、远处转移以及术后对复发的恐

惧心理逐渐成为宫颈癌根治术后患者面临的重要问

题。不同的肿瘤患者的复发恐惧心理存在一些差异，

总体上说 33％～56％的恶性肿瘤手术或放化疗治疗

后存在明显的复发恐惧心理［7］。复发恐惧心理对患

者生存质量、治疗依从性等产生影响，不利于原发

肿瘤的远期预后。目前研究显示，年龄、经济负担、

社会支持在内的众多因素均对妇科肿瘤复发恐惧有

直接或间接的影响［8］。

本研究发现：114 例宫颈癌患者术后化疗期 FoP-

Q-SF 评分显著高于 FoP-Q-SF34 分的临界值以及常

模值，表明宫颈癌患者术后化疗期具有明显的癌症复

发恐惧感。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明年龄、病情、应对

方式、经济状况等多种因素是癌症复发恐惧的危险因

素。年龄在 41～60 岁的患者 FoP-Q-SF 评分最高，该

年龄段女性多处于“上有老，下有小”阶段，家庭及

社会压力较大，疾病的发生对其家庭、事业稳定性造

成明显影响，因此术后化疗期间复发恐惧感更加强

烈［9］。FIGO 分期是宫颈癌严重程度的量化指标之一，

对于Ⅲ期患者而言，患者在接受手术之前已经通过医

生或其他渠道了解到肿瘤分期与预后及复发的关系，

因此在手术后的辅助化疗期间，对肿瘤复发的担心程

度更高，也导致其具有较高水平的癌症复发恐惧感。

应对方式非常重要，不好的应对可能使患者出现更严

重的焦虑与恐惧［10］。虽然我国医疗保险制度不断完

善，但癌症的治疗费用仍较高，且部分进口药物无法

报销，但很多疗效好的化疗药物为进口，对于年收入

较低的家庭无疑增加了经济负担［11］。此外，随着治疗

期的延长，医疗费负担不断累积，低收入患者对癌症

复发的恐惧越发加重，部分甚至放弃治疗。医疗费用

支付方式对癌症复发恐惧影响也主要表现在医疗费用

负担方面，自费支付者承受了更大的经济压力，因此

更害怕癌症复发带来的新一轮经济支出，本研究结果

与赖小玲等［12］报道一致。

综上所述，宫颈癌患者术后化疗期的癌症复发

恐惧程度较高，受到年龄、病情、应对方式、经济

状况等多种因素影响，临床应开展针对性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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