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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恶性肿瘤围术期患者焦虑抑郁情绪与C型行为特征的关系

杜春芳

【摘要】目的　探讨妇科恶性肿瘤围术期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与 C 型行为特征的关系。方法　选

择本院 2019 年 3 月到 2020 年 3 月收治的 63 例妇科恶性肿瘤手术患者作为研究组，同时选取 63 例体

检健康女性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的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C 型行为量表评分，

采用 Pearson 直线相关法分析 SAS 和 SDS 评分与 C 型行为量表评分的相关性。结果　研究组的 SAS

和 SDS 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研究组的焦虑、抑郁、愤怒内向评分高于

对照组，乐观、愤怒、愤怒外向、社会支持评分低于对照组（P< 0.05）；经 Pearson 直线相关法分析，

研究组患者的 SAS 和 SDS 评分与 C 型行为量表的焦虑、抑郁、愤怒、愤怒内向、愤怒外向均呈正相

关（P< 0.05），与 C 型行为量表的乐观、社会支持均呈负相关（P< 0.05），但与 C 型行为量表的控制、

理智均无相关性（P> 0.05）。结论　妇科恶性肿瘤围术期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与 C 型行为特征有显

著相关性，临床可根据患者具体的行为表现进行干预，以缓解患者负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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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nd Type C behavior in patients with gynecological 
malignant tumor during perioperative period　　DU Chunfang.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of Pingdingshan First 
People's Hospital，Pingdingshan 467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nd Type C behavior in patients 

with gynecological malignant tumor during perioperative period. Methods　A total of 63 patients with gynecological 

malignant tumor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9 to March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group，while 63 

healthy women who underwent physical examination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anxiety self-rating Scale

（SAS）score，depression self-rating scale（SDS）score and Type C behavior scale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AS and SDS scores and type C behavior scale scores was analyzed by Pearson 

straight-line correlation method. Results　SAS and SDS score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cores of anxiety，depression and anger introversion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while the scores of optimism，anger，angry extroversion and social support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According to Pearson straight-line correlation analysis，SAS and SDS score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nxiety，depression，anger，angry introversion and angry extroversion of the type 

C behavior scale（P<0.05），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optimism and social support of the type C behavior scale

（P<0.05），but not correlated with control and rationality of the type C behavior scale（P>0.05）. Conclusion　The 

perioperativ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patients with gynecological malignant tumor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ype C，and clinical intervention could be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behav-

ioral manifestations of patients to alleviate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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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性病感染、内分泌激素紊乱、吸烟等是

目前临床中妇科恶性肿瘤发生的风险因素。手术切

除癌变组织及清扫相关淋巴结是目前首选的治疗方

式，但由于对生育、性生活或女性特征的改变的担

心，患者常会出现心境低落，产生严重的焦虑、抑

郁情绪［1］。负性情绪可强化炎症反应，促使趋化因

子大量释放及加速肿瘤细胞分化，抑制机体免疫功

能，诱发围术期患者的并发症，并使机体长期处于

压力环境中，生理与心理调节能力下降，甚至导致

患者拒绝治疗，产生自杀倾向［2］。行为特征是生活

态度及生活方式的具体表现，可与自我效能相互作

用，其中 C 型行为特征常会表现出过分压抑、缺乏

情绪宣泄、行为退缩、社会功能减退等，十分不利

于身心健康的发展［3］。周红莉等［4］学者指出，C 型行

为特征是癌症易感人格，对宫颈癌的治疗及预后至

关重要。但负性情绪与 C 型行为特征的关系还未完

全清楚，因此本文对妇科恶性肿瘤围术期患者的焦

虑、抑郁情绪与 C 型行为特征的关系进行研究，为

临床提高患者围术期的心理与生理功能提供科学依

据。现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 2019 年 3 月～2020 年 3 月期间收治的

63 例妇科恶性肿瘤手术患者作为研究组。纳入标准：

①非妊娠期、哺乳期女性，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②经病理学、影像学等检查，均确诊为妇科恶性肿

瘤；③为 I 期、II 期肿瘤或病灶局限的 III 期肿瘤，手

术后的生存期预计 >3 个月；④均为首次进行妇科恶性

肿瘤手术或病灶部位无治疗史。排除标准：①合并肝

癌、胃癌等其他恶性肿瘤或心脑血管严重障碍者；②

患有严重精神疾病、长期服用镇静催眠药物者；③已

有非区域淋巴结转移、远处种植、邻近结构广泛侵犯

者；④急性感染期、活动性出血倾向或全身情况不耐

受手术者。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研究

组患者年龄 26～68 岁，平均（47.3±5.6）岁；乳腺癌

32 例、卵巢癌 16 例、宫颈癌 10 例、子宫内膜癌 5 例；

TNM 分期：I 期 20 例、II 期 32 例、III 期 11 例。另选

择同期的 60 例体检健康女性作为对照组。对照组研

究对象年龄 24～67 岁，平均（46.5±5.2）岁。

1.2　方法

研究组患者入院后均根据症状体征、检查结果

及既往史制定手术方案，选择术前术后放化疗辅助，

使用下列工具对围术期患者的情绪与行为特征进行

评估。

（1）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评估研究对象焦

虑情绪：包括焦虑、害怕、惊恐等 20 项评分，每项

1-4 分，其中第 5、9、13、17、19 项为反向评分。

总分 <50 分为正常，50-60 分为轻度焦虑，61-70 分

为中度焦虑，>70 分为重度焦虑。（2）采用抑郁自评

量表（SDS）评估研究对象抑郁情绪：包括忧郁、易

哭、睡眠障碍等 20 项，每项 4 分，其中第 2、5、6、

11、12、14、16、17、18、20 为反向评分。总分

<53 分为正常，53-62 分为轻度抑郁，63-72 分为中

度抑郁，>72 分为重度抑郁。（3）采用 C 型行为量表

评估研究对象行为特征：包括用焦虑、抑郁、控制、

乐观、理智、愤怒、愤怒内向、愤怒外向、社会支

持 9 个维度，共 97 项，每项从“几乎没有”到“总

是”记 1～4 分。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2.0 处理所有数据；计量资料以“x±

s”表示，采用 t 检验；妇科恶性肿瘤围术期患者的

SAS、SDS 评分与 C 型行为量表的关系用 Pearson 直

线相关法分析；以 P<0.05 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 SAS 和 SDS 比较

研究组的 SAS 和 SDS 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SAS和SDS比较（x±s，分）

组别 SAS SDS

研究组（n=63） 67.43±6.82 68.90±7.35

对照组（n=63） 30.21±5.19 32.57±5.64

t 34.471 31.125

P <0.001 <0.001

2.2　两组 C 型行为量表评分比较

研究组的焦虑、抑郁、愤怒内向评分高于对照

组，乐观、愤怒、愤怒外向、社会支持评分低于对

照组（P<0.05）；两组的控制、理智评分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研究组患者的 SAS 和 SDS 评分与 C 型行为

量表的关系分析

经 Pearson 直线相关法分析，研究组患者的 SAS

和 SDS 评分与 C 型行为量表的焦虑、抑郁、愤怒、

愤怒内向、愤怒外向均呈正相关（P<0.05），与 C 型

行为量表的乐观、社会支持均呈负相关（P<0.05），

但 与 C 型 行 为 量 表 的 控 制 、 理 智 均 无 相 关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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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见表 3。 
表2　两组C型行为量表评分比较（x±s，分）

项目 研究组（n=63） 对照组（n=63） t P

焦虑 43.05±6.28 39.74±5.56 3.132 0.002

抑郁 41.32±5.86 36.19±4.37 5.570 <0.001

控制 19.37±3.82 20.65±4.23 1.783 0.077

乐观 20.53±3.27 24.78±4.69 5.900 <0.001

理智 38.28±5.15 37.20±4.35 1.272 0.206

愤怒 20.06±3.23 22.43±4.51 3.391 0.001

愤怒内向 23.54±4.46 20.17±3.18 4.883 <0.001

愤怒外向 12.69±2.35 17.22±3.40 8.700 <0.001

社会支持 16.25±2.83 18.93±3.72 4.551 <0.001

表3　研究组患者的SAS和SDS评分与C型行为量表的关系分
析

变量
SAS SDS

r P r P

焦虑 0.456 0.017 0.472 0.013

抑郁 0.423 0.021 0.495 0.010

控制 0.012 0.652 0.008 0.724

乐观 -0.348 0.032 -0.367 0.029

理智 0.026 0.319 0.021 0.453

愤怒 0.528 0.002 0.496 0.005

愤怒内向 0.540 0.000 0.524 0.001

愤怒外向 0.478 0.007 0.463 0.009

社会支持 -0.465 0.011 -0.437 0.016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的 SAS、SDS 评分均

高于对照组（P<0.05）。这是因为妇科恶性肿瘤的

手术治疗常会给女性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而心理

创伤又会促进应激反应，降低创伤后成长水平，导

致预后不佳。焦虑、抑郁是最常见的精神障碍表现，

对生活工作、社交及家庭关系的维持均有不利影响，

于恶性肿瘤患者而言还可进一步加重躯体症状，降

低机体对放化疗的耐受性，增加术后早期复发及转

移率［5］。另一方面，部分生殖器官或乳腺组织的切

除会加重内分泌功能障碍，影响神经系统对机体心

理与精神的调控，从而引起行为特征的改变。

C 型行为具有自发性、持久性、可变性等多种

特征，是内外环境因素刺激产生的能动反应，在不

同的群体、社会文化制度、价值观及生活环境下，

可对个体生存状态产生不同的影响，如加快心率和

呼吸、促进血管收缩等［6］。目前的研究表明，C 型性

格的患者对自身病情、治疗需求、情感需求的表达

均存在较大障碍，会因害怕而回避现实、感觉无助、

处处克制自我，因逆来顺受过分依赖、顺从他人，

进而影响临床诊疗结果，使患者生存质量下降［7］。

在 C 型行为量表的比较中，研究组的焦虑、抑郁、

愤怒内向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这分析与多

重不良情绪持续促进患者自我压抑、委曲求全、忍

气吞声有关。

健康女性不仅会通过情绪宣泄排解心理、精

神压力，发挥主观能动性转移悲观心境，或利用自

我效能增强抗压能力；也会采取合适的方式或积极

听取他人建议，纠正错误的行为与认知，建立良好

的人际关系网络，合理表达自身诉求，获得社会支

持［8］。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的乐观、愤怒、愤

怒外向、社会支持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提示

协助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排解不良情绪，根据其具体

的性格表现给予心理行为的引导，增加社会支持可

能能够降低患者围术期的焦虑抑郁情绪。两组的控

制、理智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这

与其他研究不同，考虑是因为不良情绪引起部分患

者行为特征改变。Pearson 直线相关法分析结果显示，

研究组患者的 SAS 和 SDS 评分与 C 型行为量表的焦

虑、抑郁、愤怒、愤怒内向、愤怒外向均呈正相关

（P<0.05），与 C 型行为量表的乐观、社会支持均呈

负相关（P<0.05），但与 C 型行为量表的控制、理智

均无相关性（P>0.05）。提示妇科恶性肿瘤围术期患

者的焦虑抑郁情绪与 C 型行为特征有显著相关性。

根据研究结果笔者认为应从下列方面改善患者围术

期的焦虑、抑郁情绪：（1）针对患者突出的行为特

征进行重点干预，以抑制 C 型性格通过神经内分泌、

免疫系统诱发或加重不良情绪，促进癌症进展；（2）
优化诊疗方案，如酌情使用乳腺癌改良根治术、保

乳手术、宫颈锥形切除术等，并辅以心理治疗、认

知干预，以提高心理健康水平；（3）邀请患者家属

一并督促患者养成阅读、运动、合理膳食的习惯，

根据患者喜好，选择合适的情绪疏解方式，从而利

用 C 型性格与焦虑、抑郁的联系，促进患者采取乐

观的生活方式。

综上所述，妇科恶性肿瘤围术期患者的焦虑抑

郁情绪与 C 型行为特征有显著相关性。临床可根据

患者具体的行为表现进行干预，以缓解患者负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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