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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介入术后患者失志综合征与其焦虑、抑郁及希望水平的关系

杨培金 1 、 张弘娟 2

【摘要】 目的　探讨肝癌介入术后患者的失志综合征现状及其与焦虑、抑郁及希望水平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对象为 2018 年 12 月～2019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102 例肝癌介入术患者，采用中文版失

志综合征量表（DS-MV）调查其失志综合征水平，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Herth 希望量表

（HHI）、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分别评价其抑郁、希望以及焦虑水平，并分析失志综合征评

分与焦虑、抑郁及希望水平的关系。结果　102 例肝癌介入术患者 DS-MV 评分为（48.98±6.01）分，

沮丧感均分最高，无助感均分最低；HAMD 评分（13.65±2.01）分，HAMA 评分（13.22±2.31）分，

HHI 评分（27.21±5.01）分，DS-MV 与 HAMD 评分、HAMA 评分呈正相关关系（P< 0.05），与 HHI

评分呈负相关关系（P< 0.05）。结论　肝癌介入术后失志综合征处于中等水平，与焦虑、抑郁以及

希望水平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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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vel of syndrome of loss mind in liver cancer patients undergoing interventional therap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anxiety，depression and hope　　YANG Peijin，ZHANG Hongjuan. Department of Imaging，
Central Hospital of Jiaozuo Coal Industry（Group）Co. ，Ltd. Jiaozuo 45415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level of syndrome of loss mind in liver cancer patients undergoing inter-

ventional therap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anxiety，depression and hope. Methods　A total of 102 liver cancer patients 

undergoing interventional therapy in our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18 to Dec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object of 

this study.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disability syndrome scale（DS-MV）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ir level of the dis-

ability syndrome，and the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Herth hope inventory（HHI），Hamilton anxiety in-

ventory（HAMA）were used to respectively evaluate their depression，hope and anxiety level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loss of mind syndrome，anxiety，depression and hope levels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 DS-MV score of 102 liver 

cancer patients undergoing interventional therapy was（48.98±6.01），with the highest score on depression and the 

lowest score on helplessness. The HAMD score was（13.65±2.01），HAMA score was（13.22±2.31），HHI score was

（27.21±5.01），DS-MV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HAMD score，HAMA score（P<0.05），and negative with HHI 

score（P<0.05）. Conclusion　The loss of consciousness syndrome in liver cancer patients undergoing interventional 

therapy is in moderate level，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anxiety，depression and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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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发性肝癌是发病率及死亡率均处于前列的恶

性肿瘤疾病，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已

成为中晚期肝癌的重要治疗方式，能够控制癌症进

展，延长生存时间［1］。但报道称，介入手术后 75％

的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肝区疼痛，影响患者生活质

量，加之由于已处于中晚期，担心复发、转移，心

理负担较重［2］。失志综合征是一种持续存在的无能

为力感，包括无望、无助、无意义感等，在重症患

者中较为常见［3］。因此，本研究纳入 102 例肝癌介

入术患者，探讨术后失志综合征现状及与焦虑、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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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及希望水平的关系，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为 2018 年 12 月～2019 年 12 月我院

102 例肝癌介入术患者。男性 62 例，女性 40 例；年

龄 48～78 岁，平均（63.12±5.87）岁；肿瘤 TNM 分

期：Ⅲ a 期 34 例，Ⅲ b 期 50 例，Ⅳ期 18 例；文化水

平：小学 34，初中 40 例，高中 20 例，大专 8 例。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1）纳入标准［4］：经影像、病理学检查等明确

诊断为原发性肝癌；年龄 18～80 岁；中晚期患者，

TNM 分期≥Ⅲ a 期；读写、语言能力基本正常；患者

或家属对本次调查知情同意。（2）排除标准：合并其

他部位原发性恶性肿瘤；合并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癌

症确诊前有焦虑、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史；除患癌外近

期还出现其他重大生活变故。

1.3　方法

所有患者均成功完成手术，生命体征稳定后进

行问卷调查，调查者均接受问卷调查、统计学知识

等相关培训并考核合格。调查者采用统一语气介绍

本次调查的基本内容及意义，发放问卷并陪同患者

填写。中文版失志综合征量表（DS-MV）［5］：该量表

共包含 5 个维度，包含无意义感、失败感、情绪不

安感、沮丧感，各 5 个条目，无助感，4 个条目，每

个条目由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评分 0～4 分，总分

96 分，得分越高失志综合征水平越高，计算各维度

总分及平均分，0-30 分、31-60 分、61-96 分分别表

示失志综合征低、中、高水平。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6］：该量表包含负罪感、入睡困难等 14 个

条目，每个条目发生频率由低到高评分 0-4 分，得

分越高抑郁越严重，＞ 14 分提示抑郁症状具有临床

意义；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7］，包括紧张情

绪、焦虑心境等 14 个条目，评分细则同 HAMD 量表

一致；Herth 希望量表（HHI）：包含积极态度（T）、积

极行动（P）、与他人亲密关系（I）三项，每项 0-16
分，总分 48 分，总分＜ 24 分，24-35 分，＞ 36 分

以下分别表示低、中、高希望水平。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2.0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相关性采用 Pearson 分析，P<0.05 表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肝癌介入术后失志综合征现状

102 例肝癌介入术患者 DS-MV 评分为（48.98±

6.01）分，沮丧感均分最高，无助感均分最低，见表 1。
表1　肝癌介入术后失志综合征现状（x±s）

DS-MV评分 合计 均分

沮丧感 10.75±1.98 2.15±0.40

失败感 10.45±1.89 2.09±0.38

情绪不安感 10.15±1.80 2.03±0.35

无意义感 9.85±1.75 1.97±0.33

无助感 7.78±1.54 1.95±0.30

总分 48.98±6.01 2.04±0.36

2.2　肝癌介入术后失志综合征与焦虑、抑郁及

希望水平的关系

102 例肝癌介入术患者 HAMD 评分（13.65±

2.01）分，HAMA 评分（13.22±2.31）分，HHI 评分

（27.21±5.01）分，DS-MV 与 HAMD 评分、HAMA

评分呈正相关关系（P<0.05），与 HHI 评分呈负相关

关系（P<0.05），见表 2。
表2　肝癌介入术后失志综合征与焦虑、抑郁及希望水平的

关系

项目 r P

HAMD评分 0.544 ＜0.001

HAMA评分 0.506 ＜0.001

HHI评分 －0.401 ＜0.001

3　讨论

我国肝癌病例占全球约 50.5％，虽然介入治疗

的进步使患者生存时间获得了明显提升，但术后复

发率高，以及伴随着营养不良、肝区疼痛等症状对

患者心理造成严重负担，容易出现一系列心理问题。

近年来提出失志综合征为癌症患者的心理干预提供

了新的方向［8］。失志综合征早期被认为是一种无望、

痛苦、无助及失去生活意义的临床综合征，是抑郁

的前期症状，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

认为其和抑郁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即抑郁症的发生

及发展可以明确多种生物因素，能通过抗抑郁药物

治疗，而失志综合征核心是失去生活的意义与目标

的无意义、无助的心理状态，以意义疗法等心理干

预为主［9］。

本研究结果显示，102 例肝癌患者介入术后 DS-

MV 评分为（48.98±6.01）分，处于中等水平，较既

往报道直肠癌、乳腺癌患者偏高，主要原因在于本

研究患者均为中晚期，死亡率、复发率均较高，无

望、无助、无意义感等失志综合征更加严重［10］。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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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沮丧感均分最高，包括“对生活感到灰心”、“觉得

难过又不幸” 等条目，主要与确诊为中晚期肝癌至

手术时间较短，患癌后的沮丧感较为强烈；无助感

均分最低，主要与当前医护人员、家人、朋友给予

患者的社会及家庭支持较强有关。本研究结果显示，

DS-MV 与 HAMD 评分、HAMA 评分呈正相关关系

（P<0.05），提示焦虑、抑郁症状越严重失志综合征

水平越高，这一结论同袁秀娟等［11］报道一致。由焦

虑导致的坐卧不宁、惶惶不安、睡眠障碍是肝癌介

入术后的常见表现，会加重患者的沮丧、不安以及

无助感［12］。关于失志综合征与负性情绪的报道显示，

失志综合征情绪低落的持续很容易被抑郁症状所覆

盖，但其持续存在的无能为力感与抑郁症兴趣减退、

情绪低落有一定区别，但由于其存在强相关性，若

抑郁筛查为阳性时，应加强对失志综合征的预防与

早期识别。

本研究还发现，DS-MV 与 HHI 评分呈负相关

关系，希望越高则失志综合征水平越低，DS-MV 量

表中无助感、沮丧感与希望是相对的，量表中积极

态度、积极行动、与他人亲密关系能够帮助患者重

新找回生活意义，进而抑制失志综合征水平。因此

在失志综合征的预防中，增加积极体验，提高患者

希望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3］。本研究是个初步

研究，一些因素如患者的个性、社会支持等也会影

响患者的失志综合征水平，本研究中未对上述因素

进行观察，未来的研究要加大样本，增加影响因素，

进一步明确肝癌患者的失志综合征水平及其影响因

素。

综上所述，肝癌介入术后失志综合征处于中等

水平，与焦虑、抑郁以及希望水平关系密切，可通

过改善患者心理状况、提升希望水平对失志综合征

进行有效的预防与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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