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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手术患者焦虑、抑郁状况及相关因素分析

王　莉 、 刘大勇 、 陈　昆

【摘要】目的　调查乳腺癌手术患者的焦虑抑郁状况，并分析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将 2017 年 1

月～2019 年 10 月在我院行乳腺癌根治手术治疗的 140 例乳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焦虑自评量

表、抑郁自评量表对患者心理状况进行评估，统计患者的焦虑、抑郁状况，筛选出合并焦虑抑郁症

状的乳腺癌患者，根据评估结果将乳腺癌患者分为观察组（存在焦虑抑郁症状）、对照组（无焦虑抑

郁症状），对两组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和比较，对乳腺癌手术患者出现焦虑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进行

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分析。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在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付费方

式、婚姻状况、家庭支持方面比较均有明显差异（P< 0.05），而观察组与对照组在肿瘤分期、职业方

面无明显差异（P> 0.05）。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分析发现，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付费方式、

婚姻状况、家庭支持是乳腺癌手术患者出现焦虑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结论　乳腺癌手术患者受到

收入水平、付费方式、婚姻状况、家庭支持等因素的影响，其围手术期易出现焦虑抑郁症状，应该

对患者实施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改善其心理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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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vel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undergoing surgery and their influence factors 
　　WANG Li，LIU Dayong，CHEN Kun. Zhumadian Central Hospital，Zhumadian 46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undergoing 

surgery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7 to October 2019，140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by radical mastectomy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self rating Anxiety 

Scale and self rating Depression Scale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the patients.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ion results，the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patients Group（with anxiety and depres-

sion symptoms）and control group（without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ymptoms），the clinical data of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ymptoms in patients undergoing breast 

cancer surgery were analyzed by single factor analysis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There 

we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in age，education level，income level，payment 

method，marital status and family support（P<0.05），whil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umor stage and oc-

cupation between two groups（P>0.05）. According to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the age，the education level，the 

income level，payment method，marital status and family support 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ymptoms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undergoing surgery. Conclusion　The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ere prone to anxiety 

and depression during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and the income level，payment method，marital status，family sup-

port wer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targeted interventions should be taken to improve their psychological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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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是女性人群中常见的恶性肿瘤，严重危

害患者的生命健康［1］。手术是临床治疗乳腺癌的主

要手段，可对乳腺癌起到根治作用［2-3］，但在围术期，

部分患者会出现焦虑抑郁症状，不利于其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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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术后康复［4］。本研究针对 140 例乳腺癌手术患者

进行调查，调查患者围术期的焦虑抑郁状况，明确

乳腺癌手术患者出现焦虑抑郁状况的影响因素。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于 2017 年 1 月 -2019 年 10 月，选择我院行乳腺

癌根治手术治疗的 140 例乳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患者的年龄为 20-67 岁，均为女性，肿瘤分期为 I 期

67 例、II 期 73 例，均符合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经病理诊断，证实为乳腺癌；

（2）具备乳腺癌根治术指征，行乳腺癌根治术治疗；

（3）年龄≥ 18 岁；（4）神志清醒。

排除标准：（1）精神障碍；（2）合并其他器质性

病变。

1.2　方法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对患者心理

状况进行评估，统计患者的焦虑、抑郁状况，筛选

出合并焦虑抑郁症状的乳腺癌患者。SAS 量表（信度

0.89，效度 0.87）、SDS 量表（信度 0.87，效度 0.88）

均有 20 个条目，单个条目分值为 0-4 分，最终得分

为单个条目得分相加之和 ×1.25，最终得分范围为

0-100 分，得分与焦虑、抑郁程度成正比，根据国内

常模数据，SAS 评分达到 50 分即可判断为存在焦虑，

SDS 评分达到 53 分即可判断存在抑郁［5］。

根据评估结果将乳腺癌患者分为观察组（存在

焦虑抑郁症状）、对照组（无焦虑抑郁症状），对两组

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和比较，对乳腺癌手术患者出

现焦虑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多因

素 Logistics 回归分析，分析指标包括年龄（≧ 40 岁

或 <40 岁）、肿瘤分期（I 期或 II 期）、文化程度（初

中及以下、高中及中专、大学及以上）、收入水平（≧

5 万元 / 年或 <5 万元 / 年）、付费方式（医保或自费）、

婚姻状况（未婚或已婚）、家庭支持（有或无）。

1.3　统计学分析

统计学软件选择 SPSS 22.0，将数据资料整理成

例、％的计数资料，对其进行单因素分析，实施 χ2

检验，P<0.05 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将 P<0.05 的

变量纳入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模型中，赋值，分析，

以 P=0.05 为检验水准。

2　结果

2.1　乳腺癌手术患者的焦虑抑郁状况调查结果

经调查，在 140 例乳腺癌手术患者中，有 113
例患者存在焦虑症状，占比 80.71％，有 89 例患者

存在抑郁症状，占比 63.57％，同时存在焦虑、抑郁

症状的患者共有 80 例，占比 57.14％。

2.2　乳腺癌手术患者焦虑抑郁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单因素分析中，观察组与对照组在年龄、文

化程度、收入水平、付费方式、婚姻状况、家庭

支持方面比较均有明显差异（P<0.05），而观察组

与对照组在肿瘤分期、职业方面比较无明显差异

（P>0.05），见表 1。将单因素分析中 P<0.05 的变量

录入至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模型中进行赋值，赋值

结果见表 2。经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分析发现，年龄、

文化程度、收入水平、付费方式、婚姻状况、家庭

支持是乳腺癌手术患者出现焦虑抑郁症状的影响因

素，见表 3。
表1　单因素分析［例（％）］

因素 观察组（n=80）对照组（n=60） χ2 P

年龄 ≧40岁 33（41.25） 39（65.00）
7.742 0.005

<40岁 47（58.75） 21（35.00）

肿瘤分期 I期 39（48.75） 28（46.67）
0.060 0.807

II期 41（51.25） 32（53.33）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25（31.25） 7（11.67）

7.457 0.006高中及中专 37（46.25） 27（45.00）

大学及以上 18（22.50） 26（43.33）

收入水平 ≧5万元/年 51（63.75） 50（83.33）
6.543 0.011

<5万元/年 29（36.25） 10（16.67）

付费方式 医保 63（78.75） 57（95.00）
7.394 0.007

自费 17（21.25） 3（5.00）

婚姻状况 未婚 23（28.75） 6（10.00）
7.339 0.007

已婚 57（71.25） 54（90.00）

家庭支持 有 42（52.50） 47（78.33）
9.880 0.002

无 38（47.50） 13（21.67）

表2　各变量赋值表

序号 变量名称 赋值

Y 乳腺癌手术患者焦虑抑郁 -

X1 年龄 <40岁=1，≥40岁=0

X2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1，高中、大学及以上=0

X3 收入水平 <5万元/年=1，≥5万元/年=0

X4 付费方式 自费=1，医保=0

X5 婚姻状况 未婚=1，已婚=0

X6 家庭支持 有=1，无=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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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

因素 β S. E Wald P OR 95％CI

年龄<40岁 0.369 1.401 4.389 0.005 2.696 1.145-3.352

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0.351 1.359 4.260 0.002 2.406 1.352-3.069

收入水平<5万元/年 0.348 1.368 4.198 0.007 2.512 1.189-3.310

付费方式（自费） 0.374 1.359 4.297 0.003 2.457 1.193-3.107

婚姻状况（未婚） 0.336 1.372 4.265 0.005 2.369 1.207-3.114

无家庭支持 0.380 1.389 4.283 0.004 2.418 1.245-3.098

3　讨论

乳腺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发病率高，高发人

群为女性人群，是女性恶性肿瘤中发病率最高的一

种恶性肿瘤，随着近年来人们生活习惯、饮食习惯

的改变，乳腺癌的发病率出现增高趋势，严重危害

到广大女性的生命健康［6-8］。乳腺癌根治术是乳腺癌

的主要治疗手段，也是目前乳腺癌唯一的根治手段，

可通过切除乳腺肿瘤，达到延缓肿瘤进展、延长生

存期限的目的［9-10］，但在围术期，乳腺癌患者的心理

状况不容乐观，易出现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会

对其预后产生不良影响［11］。本研究对 140 例乳腺癌

手术患者进行调查后发现，140 例患者中，有 80 例

患者同时存在焦虑抑郁症状，证实了乳腺癌手术患

者心理状况较差。

明确乳腺癌手术患者出现焦虑抑郁症状的影响

因素是改善其心理状况的前提条件，本研究通过对

乳腺癌手术患者进行单因素分析、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分析后发现，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付

费方式、婚姻状况、家庭支持是乳腺癌手术患者出

现焦虑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年龄 <40 岁、文化程

度初中及以下、收入水平 <5 万元 / 年、自费、未婚、

无家庭支持是危险因素，分析其可能的原因包括：乳

房是女性的第二性征，未婚或青年女性对自身的外

观关注度更高，更加重视自身外观，切除乳房对其

造成沉重打击［12］；文化程度越低的患者其对疾病的

认知越缺乏，对乳腺癌根治术缺乏正确认知，其自

身心理调节能力相对较差，更易出现不良情绪［13］；

收入水平越低的患者其经济负担越重，乳腺癌根治

手术的费用对其而言是沉重的负担，会给患者带来

沉重的心理压力［14］；付费方式为自费的患者其需支

付的医疗费用高于医保支付，经济负担重，心理压

力大［15］；缺乏家庭支持的患者在治疗期间由于缺乏

来自家庭成员的关怀和支持，往往会陷入消极情绪

中，对治疗缺乏信心。本研究只是初步研究，样本

量小，样本来源均来自同一家医院，调查的影响因

素也不全面，后续需要进行更大样本，更全面的资

料收集的研究。

综上所述，乳腺癌手术患者在围手术期易出现

焦虑、抑郁症状，这些症状的出现受到收入水平、

付费方式、婚姻状况、家庭支持等因素的影响，临

床要根据上述影响因素对患者实施针对性的干预措

施，以改善其心理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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