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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同步放化疗患者的抑郁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王　燕 、 董　雪 、 黄冬梅 、 邓克红 、 胡　滨

【摘要】目的　分析接受同步放化疗的宫颈癌患者抑郁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选取 2012 年

1 月 ~2017 年 12 月期间我院同步放化疗的宫颈癌患者 150 例，回顾性分析其相关资料，采用社会支

持量表、家庭关怀指数问卷、贝克抑郁自评量表、一般情况调查表对所有患者进行评估，并通过便

利抽样方法进行问卷调查，分析患者抑郁状况和影响因素。结果　本组 150 例患者抑郁得分（20.8

±9.2）分，检出抑郁 105 例，检出率 70.0％。患者社会支持总分（36.9±5.7）分，家庭关怀指数总

分（7.8±1.9）分，二者与抑郁得分呈负相关（P< 0.05）。患者抑郁影响因素包括健康教育指导次数、

治疗方式、年龄、诊断分级、家庭月收入、社会支持、家庭关怀。结论　接受同步放化疗的宫颈癌

患者出现抑郁较为常见，且与多种影响因素有关，因此需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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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ress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undergoing concurrent radio-
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WANG Yan，DONG Xue，HUANG Dongmei，et al.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depress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dur-

ing concurrent radio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2 to December 2017，150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during radio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were selected，their relevant data were analyzed retrospec-

tively. All patients were assessed with social support scale，family care index questionnaire，Becker depression self-

assessment scale and general situation questionnaire. The depress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se patient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depression score of 150 patients in this group was 20.8±9.2，105 patients were found with 

depression，the detection rate was 70.0％. The total scores of social support（36.9±5.7）and family care index（7.8±

1.9）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depression（P<0.05）.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pression include the number of 

health education，treatment，age，diagnosis and grading，monthly family income，social support，family care，etc. 

Conclusion　There are very common to be with depression in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during radiotherapy and chemo-

therapy，which is related to a variety of influencing factors. Therefore，effectiv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protect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and treatment effect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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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被确诊为宫颈癌的患者高达 45 万左右，且

宫颈癌在我国的发生率近几年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

势［1］。目前同步放化疗是宫颈癌的主要治疗方案，

可明显提升患者的生存率［2］。但在治疗的过程中，

患者极易出现抑郁、恶心呕吐、脱发、失眠等不良

反应，抑郁情绪会影响患者的治疗依从性，甚至会

导致自杀，需要加以重视［3］。本研究选取 2012 年

1 月 ~2017 年 12 月内行同步放化疗宫颈癌患者 150
例，分析了同步放化疗治疗宫颈癌期间患者抑郁状

况及其影响因素，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本次时间选取 2012 年 1 月 ~2017 年 12 月内，研

对象选取行同步放化疗宫颈癌患者 150 例，回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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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其相关资料，纳入及排除标准［4］：均符合宫颈癌

的诊断标准，均经病理结果确诊；均能回答问卷，可

用汉语交流；均明确自身疾病，且知晓本次研究并自

愿参与。排除语言沟通困难者、合并严重心脑肾等

疾病者、拒绝配合调查者、合并精神病史者（包括

诊断癌症前存在其他精神障碍、焦虑、抑郁者）。

1.2　方法

采用社会支持量表（主要测量三个维度，即社

会支持利用度、客观支持、主管支持等，共 10 个条

目，该量表 Cronbach ’sα 系数为 0.825~0.89，具有

良好效度和信度，分值越高越好［5］。）、家庭关怀指数

问卷（采用 Liker3 级评分法评定，共包括 5 条项目，

每项代表一个家庭功能，主要为成熟度、适应度、

合作度、亲密度、情感度等，总分为 10 分，家庭功

能严重障碍为 0~3 分，中度障碍为 4~6 分，良好为

7~10 分，该量表 Cronbach ’sα系数为 0.80~0.83，具

有良好效度和信度，分值越高越好［6］。）、贝克抑郁

自评量表（测量抑郁症，共涉及 21 个项目，其可靠

性、有效性较好，分值情况：16 分及以上为严重抑

郁、8~15 分中度抑郁、5~7 分轻度抑郁、0~4 分无抑

郁［7］。）、一般情况调查表（即调查患者得到健康教育

指导次数、治疗方式、诊断分级、费用来源、经济

收入、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年龄等。）对所有患者

进行评估，并通过便利抽样方法进行问卷调查，具

体方法为：在获取护理部、医务处知情同意书后，对

调查员进行标准的统一培训，并将本次调查的意义、

内容、目的向患者及其家属做详细结石，获取其同

意及书面签字后，通过面对面的现场调查方式发放

问卷，统一指导患者填写问卷，时间为 15~30min，

之后收回问卷。本次共发放问卷 150 份，全部有效

回收，回收率 100％。

1.3　统计学处理

由专人采用 EpiData3.1 实时双次录入本次问卷

资料，各项目录入后进行数据校对，即设置核查文

件进行，查看原始资料对有错误者并进行校正。统

计分析利用 SPSS19.0 软件进行，满足正态分布的定

量数据结果用统计学中 x±s 进行描述；相应类型数

据采用 Fisher 确切概率法或者卡方检验进行组间比

较；宫颈癌抑郁量表得分与家庭功能、社会支持得分

等的关系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比较；采用多元线性

逐步回归分析对宫颈癌抑郁量表得分影响因素。检

验水准 α=0.05（双侧）。

2　结果

2.1　一般人口学资料

如表 1 所示，本组患者均为女性，年龄均值

（52.1±9.2）岁。
表1　患者一般人口学资料［例（％）］

基本资料 例数（％）

年龄（岁） <30 2（1.33）

30-50 67（44.67）

>30 81（54.0）

文化程度 文盲 94（62.67）

小学 38（25.33）

中学、中专及以上 18（12.0）

婚姻状况 已婚 135（90.0）

再婚 5（3.33）

丧偶/离异/分居 10（6.67）

职业 工人 12（8.0）

农民 88（58.67）

自由/个体 15（10.0）

职工/干部 6（4.0）

无业/退休 29（19.33）

医疗支付方式 自费 5（3.33）

医保 145（96.67）

家庭月收入（元） <1000 33（22.0）

1000-3000 75（50.0）

>3000-5000 28（18.67）

>5000 14（9.33）

2.2　患者各量表得分情况及相关性

如表 2 所示，本组 150 例患者抑郁得分（20.8
±9.2）分，检出抑郁 105 例，检出率 70.0％。经调

查患者社会支持总分（36.9±5.7）分，家庭关怀指

数总分（7.8±1.9）分，二者与抑郁得分呈负相关

（P<0.05）。
表2　患者各量表得分情况及相关性（x±s，分）

项目 得分 相关系数 P值

社会支持总分 36.9±5.7 -0.452 <0.01

家庭功能总分 7.8±1.9 -0.427 <0.01

2.3　单因素分析

如表 3 所示，患者抑郁影响因素包括健康教育

指导次数、治疗方式、年龄、诊断分级、家庭月收入、

社会支持、家庭关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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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患者抑郁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例）

项目
非抑郁
（45）

抑郁
（105） χ2值 P值

年龄（岁） <30 2 0 7.184 0.019

30-50 12 55

>30 31 50

家庭月收入 <1000 10 23 13.016 0.005

1000-3000 14 61

>3000-5000 10 18

>5000 11 3

家庭关怀（分） 0-3 1 6 12.750 0.001

4-6 4 25

7-10 40 74

社会支持（分） 20-30 5 30 4.165 0.014

>30 40 75

健康指导次数（次） 无 5 20 7.485 0.014

1-2 20 55

>3 20 30

治疗方式 无手术 24 65 4.482 0.031

有手术 21 40

诊断分级 Ⅰ 期 10 15 10.715 0.015

Ⅱ 期 15 31

Ⅲ 期 10 44

Ⅳ 期 5 15

2.4 　Logistic 多元回归分析

如表 4 所示，患者抑郁高危因素为诊断分级，

保护性因素为家庭月收入、家庭关怀等，且差异显

著（P<0.05）。
表4　患者抑郁因素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

项目 Wald B S. E OR 95％CI P值

常数项 8.564 4.824 1.648 124.592 -- 0.002

诊断分级 5.018 0.406 0.181 1.501 1.051-2.143 0.024

家庭月收入 6.211 -0.461 0.184 0.629 0.437-0.905 0.012

家庭功能 7.293 -1.355 0.502 0.257 0.098-0.691 0.006

3　讨论

采用同步放化疗治疗宫颈癌患者的过程中，患

者往往容易出现抑郁情绪，对预后非常不利［8］。

本研究也发现：150 例患者抑郁得分（20.8±9.2）

分，检出抑郁 105 例，检出率 70 .0 ％。本研究发

现患者社会支持总分（36.9±5.7）分，家庭关怀指

数总分（7.8±1.9）分，二者与抑郁得分呈负相关

（P<0.05）。可以看出，患者在接受同步放化疗的过

程中，其社会支持度、家庭关怀存在不足，分析其

原因可能为患者治疗期间活动无耐力、自理能力降

低、性生活障碍等，少数出现自卑心理，且家庭成

员与患者之间缺乏相互关怀和有效合作，所以家庭

功能相对较为低下［9］。患者的身心健康与家庭关怀

关系密切，特别是配偶的情感支持。通过对患者及

其家属强调家庭支持的重要性，并告知其随着放化

疗家属患者性功能和体相水平会有所恢复，告知家

属沟通的意义和技巧，以提升其家庭关怀［10-11］。另

外患者获得的社会支持也相对较少，原因在于其治

疗后外表形象明显改变，且其心理上会产生自卑，

且对正常交往社会群体存在拒绝心理，因而社会支

持有所降低［12-13］。因此护理人员需与患者主动接近，

并帮助其建立社交网络，以促使其对社会支持予以

最大程度的利用。

本研究单因素分析发现：患者抑郁影响因素包

括健康教育指导次数、治疗方式、年龄、诊断分级、

家庭月收入、社会支持、家庭关怀等。Logistic 多

元回归分析发现保护性因素为家庭月收入、家庭关

怀。说明接受同步放化疗的宫颈癌患者出现抑郁情

绪的影响因素较多，因此临床需针对上述因素采取

针对性的措施加以干预，以减轻或消除患者的抑郁

情绪［14］。本研究结果与既往［15］研究一致。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采取同步放化疗治疗宫

颈癌患者存在严重的抑郁状况，且与多种影响因素

有关，因此需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干预，以保障患者

心理健康和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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