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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癫痫患者对疾病进展恐惧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孙箫音 1 、 靳利敏 1 、 张海峰 1 、 高亚辉 1 、 尚培培 2 、 何秋萍 1

【摘要】 目的　探讨青少年癫痫患者疾病进展恐惧的现状及可能的影响因素。方法　选择 2018

年 7 月～2019 年 12 月郑州市某三级甲等医院神经内科病房收治的 157 例青少年癫痫患者为主要研

究对象，收集疾病进展恐惧简化量表（FoP-Q-SF）、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和生活定向测验修

订版（LOT-R）评分及一般资料。统计分析青少年癫痫患者疾病进展恐惧的现状及可能的影响因素。 

结果　在年龄、性别、居住地、现阶段学业、医疗方式、病程时间、父亲职业、母亲职业、有无兄

弟姐妹、发病频率方面 不同的患者其 Fo P-Q-SF 得分有明显差异（P< 0.05）。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结

果显示，病程时间、性别、年龄、医疗方式、其他支持评分、现阶段学业情况与 FoP-Q-SF 评分呈

正相关，LOT-R 评分和朋友支持评分与 FoP-Q-SF 评分呈负相关（P< 0.05 或 P< 0.01）。结论　青少

年癫痫患者疾病进展恐惧的发生受多种因素影响，临床上应注意针对不同的危险因素采取相应的干

预措施，以减少青少年癫痫患者疾病进展恐惧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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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ear of disease progression in epileptic adolescents 
　　SUN Xiaoyin，JIN Limin，ZHANG Haifeng，et al. Department of Neurology，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present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ear of disease progression in epi-

leptic adolescents. Methods　A total of 157 adolescent epilepsy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in Zhengzhou from 

July 2018 to Dec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s. The fear of progression questionnaire-short 

form（FOP-Q-SF）score，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score，revised life orientation test（LOT-R）score 

and general data were collected. The the present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ear of disease progression in epileptic 

adolescent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FoP-Q-SF scores in the age，

gender，residence，current education，medical treatment，course of disease，occupation of father，occupation of 

mother，whether there were brothers or sisters，and incidence frequency（P<0.05）. The results of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duration of disease，gender，age，medical treatment，other support scores and 

current academic statu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FOP-Q-SF score，while LOT-R score and friend support 

score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FOP-Q-SF score（P<0.05 or P<  0.01）. Conclusion　The occurrence of 

fear of disease progression in epileptic adolescents is affected by a variety of factors. Clinically，it is necessary to take 

appropriate intervention measures for different risk factor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fear of disease progression 

in epileptic adoles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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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被世界卫生

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列为重点

防治的五大神经精神疾病之一。目前，我国癫痫患

者高达 900 万以上，并以每年 60 万例的速度持续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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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1］，其中约 75％的癫痫患者在儿童时期患病［2］，

而癫痫具有病程长、不可预测性及反复发作等特点，

可引起运动功能受限、躯体感觉障碍、精神心理异

常［3］。疾病进展恐惧（fear of progression，FoP）多表

现为对疾病的害怕、担心或忧虑［4］，疾病进展恐惧

的加重将影响患者学习、社会生活，加重患者的家

庭负担、降低其生活质量［5］。青少年正处于身心发

展敏感又关键的时期，疾病进展恐惧这一心理状态

对其会产生更为严重的影响。现在我国针对疾病进

展恐惧的研究多集中在癌症患者群体，而对其他慢

性疾病的相关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分析调查青

少年癫痫患者对疾病进展恐惧的现状，并探究相关

危险因素，旨在早期发现问题，为针对性的风险评

估方案和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7 月～2019 年 12 月期间郑州市某

三级甲等医院神经内科病房收治的 157 例青少年癫

痫患者为主要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符合 2015 版原

发性癫痫诊断标准［6］；②年龄 11～18 岁；③活动性癫

痫。排除标准：①既往有脑外伤或脑外科手术史者；

②严重的颅脑内器质性疾患，如脑炎、脑肿瘤等者；

③沟通障碍者。

1.2　方法

本研究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咨询相关专家的

意见进行立题论证；通过预调查检验各个量表的信效

度；严格按照纳入和排除标准筛选研究对象；严格问

卷填写质量，由研究者本人负责问卷调查，采用统

一的指导语，指导患者对问卷进行填写；采用双人核

对录入数据，严格质量控制过程。

1.2.1　一般资料问卷　自编问卷，包括患者人

口社会学和疾病相关资料。

1 . 2 . 2　 疾 病 进 展 恐 惧 简 化 量 表 （ F e a r  o f 

Progression Questionnaire-Short Form，FoP-Q-SF）　

用于评估患者的疾病进展恐惧状况［7］，包括 12 个条

目，得分越高，疾病进展恐惧程度越重，得分≥ 34
分提示患者存在心理功能障碍，中文版量表由我国

学者吴奇云等于 2015 年汉化，在肝癌患者中信效度

检验 Cronbach’α 系数为 0.883。本研究中疾病进展

恐惧量表的 Cronbach’α系数为 0.812。

1.2.3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　该量表体现患者对社会支持

的直观感受，由姜乾金等［8］编制的量表所修订，共

12 个条目，釆用七级计分法，分数越高，表示患者

感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由家庭支持、朋友支持、

其他支持三维度组成，其中全量表 Cronbach’ α系数

为 0.90，家庭支持 0.87，其他支持 0.9。

1 .2 .4　生活定向测验修订版（Revised Li fe 

Orientation Test，LOT-R）　主要用于评估个体的乐

观人格取向，得分越高代表个体越乐观，采用五级

评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8［9］。 

1.3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单因素

分析采用 t 检验、重复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x±

s）表示，计量资料以 n（％）表示。多因素分析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χ2 检验；Pearson

相关性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研究可能的影响因素，

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青少年癫痫患者疾病进展恐惧单因素分析

按基本人口学资料不同进行比较，结果显示，

在患者的年龄、性别、居住地、现阶段学业、医疗

方式、病程时间、父亲职业、母亲职业、有无兄弟

姐妹、发病频率方面的 Fo P-Q-SF 得分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青少年癫痫患者疾病进展恐惧单因素分析

项目
例数

［n（％）］
FoP-Q-SF得分

（x±s） F/t P

性别

　　男 64（40.76） 33.00±4.88 -5.78 <0.01

　　女 93（59.24） 36.98±3.08

年龄分组（岁）

　　≤14 72（45.86） 34.06±4.24 -3.57 <0.01

　　≥15 85（54.14） 36.46±4.18

居住地

　　城市 58（36.94） 34.24±3.55 5.28 <0.01

　　乡镇 60（38.22） 36.72±4.36a

　　农村 39（24.84） 34.92±4.97b

现阶段学业

　　小学 37（23.57） 32.54±4.85 5.859 <0.01

　　初中 56（35.67） 36.16±3.07a

　　高中 25（15.93） 35.88±4.46a

　　大学 32（20.38） 36.72±4.81a

　　未上学 7（4.45） 35.7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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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人均收入（月/万）

　　0.1-0.2 21（13.38） 35.48±3.03 0.03 0.97

　　0.2-0.4 64（40.76） 35.42±4.26

　　＞0.4 72（45.86） 35.26±4.81

医疗方式

　　城镇居民 64（40.76） 34.02±3.77 -3.29 <0.01

　　新农合 93（59.24） 36.28±4.52

病程时间

　　＜1年 31（19.75） 32.68±4.04 13.62 <0.01

　　1-3年 40（25.48） 33.90±4.52

　　3-6年 45（28.66） 36.04±3.10ab

　　＞6年 41（26.11） 38.05±3.99abc

父亲职业

　　事业单位人员 10（6.37） 32.00±2.83 5.03 <0.01

　　普通工人 53（33.76） 34.28±3.31

　　农民 65（41.40） 36.15±4.93ab

　　自由职业 29（18.47） 36.69±4.25ab

母亲职业

　　事业单位人员 4（2.55） 32.12±3.21 3.10 <0.05

　　普通工人 44（28.03） 34.17±3.81

　　农民 91（57.96） 36.15±4.45b

　　自由职业 18（11.46） 35.06±4.81

有无兄弟姐妹

　　0 37（23.57） 35.84±3.02 5.89 <0.01

　　1 102（64.97） 34.67±4.65

　　2 18（11.46） 38.28±3.85ab

就医原因

　　定期复查 48（30.57） 34.73±4.49 0.71 0.55

　　犯病时就诊 74（47.13） 35.39±3.78

　　自感加重或发作频繁 32（20.38） 36.16±5.50

　　确诊后很少就诊 3（1.91） 36.12±1.23

发病频率

　　每周几次 6（3.82） 30.00±4.65 5.85 <0.01

　　每月几次 42（26.75） 34.17±4.96a

　　每年几次 64（40.76） 36.39±4.28ab

　　几年一次 45（28.66） 35.71±2.99

　　自感治疗效果

　　比之前好转 73（46.50） 34.95±4.04 0.94 0.394

　　一直没变化 77（49.04） 35.60±4.48

　　比之前差 7（4.45） 37.00±6.16

与第１层比较，a：P<0.05；与第2层比较，b：P<0.05；与第

3层比较，c：P<0.05

2.2　PSSS 和 LOT-R 评分与 FoP-Q-SF 评分的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PSSS 和 LOT-R 评分与 FoP-Q-SF 评分均呈负相

关（P<0.01），见表 2。
表2　PSSS和LOT-R评分与FoP-Q-SF评分的Pearson相关

性分析

项目 FoP-Q-SF

r P

PSSS评分 -0.29 <0.01

家庭支持评分 -0.26 <0.01

朋友支持评分 -0.27 <0.01

其他支持评分 -0.26 <0.01

LOT-R评分 -0.38 <0.01

2.3　青少年癫痫患者疾病进展恐惧的影响因素

分析

以 FoP-Q-SF 评分为因变量，将表 1 中单因素

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 10 个变量（性别、年龄、居住

地、现阶段学业、医疗方式、病程时间、父亲职业、

母亲职业、有无兄弟姐妹、发病频率）及 PSSS 和

LOT-R 评分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自变量

赋值说明详见表 3）
表3　变量赋值情况

变量 赋值

性别 1=男；2=女

年龄 1= 14岁及以下；2= 15岁及以下

居住地 1=城市；2=乡镇；3=农村

现阶段学业 1=小学；2=初中；3=高中；4=大学；5=未上学

医疗方式 1=城镇居民；2=新农合

病程时间 1=少于1年；2=1-3年；3=3-6年；4=多于6年

父亲职业 1=事业单位人员；2=普通工人；3=农民；4=自由职业

母亲职业 1=事业单位人员；2=普通工人；3=农民；4=自由职业

兄弟姐妹 实际个数

发病频率 1=每周几次；2=每月几次；3=每年几次；4=几年一次

家庭支持评分 实际值

朋友支持评分 实际值

其他支持评分 实际值

PSSS评分 实际值

LOT-R评分 实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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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逐步多元回归分析法分析自变量对青少

年癫痫患者疾病进展恐惧的影响。结果显示，病程

时间、性别、年龄、医疗方式、其他支持评分、现

阶段学业情况与 FoP-Q-SF 评分呈正相关，LOT-R

评分和朋友支持评分与 FoP-Q-SF 评分呈负相关

（P<0.05 或 P<0.01），见表 4。
表4　青少年癫痫患者疾病进展恐惧的多因素分析

自变量
回归系

数
标准误

标准回归
系数

t值 P值

病程时间 0.893 0.268 0.221 3.328 <0.01

性别 4.016 0.515 0.454 7.803 <0.01

年龄 1.588 0.748 0.182 2.124 <0.05

LOT-R评分 -0.404 0.104 -0.222 -3.872 <0.01

朋友支持评分 -0.600 0.174 -0.421 -3.449 <0.01

医疗方式 1.757 0.525 0.199 3.345 <0.01

其他支持评分 0.446 0.196 0.271 2.273 <0.05

现阶段学业 0.677 0.309 0.184 2.188 <0.05

3　讨论

随着癫痫疾病逐渐被大众正确接受与重视，癫

痫的相关心理问题也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近几年

来，多篇关于癫痫患者共患各种心理问题的专家共

识也为我国癫痫共患心理疾病的诊断治疗提供了可

靠的临床指导。国外研究有针对青少年癌症患者的

疾病恐惧调查［10，11］，提示应当关注青少年人群的疾

病进展恐惧。此外，也有研究提示，疾病进展恐惧

不仅仅是肿瘤患者，也是其它慢性疾病患者常见的

心理问题之一［12］。

青少年癫痫患者疾病进展恐惧、社会支持情况、

乐观人格取向三者密切相关，相互影响。良好的社

会支持可以缓解患者的应激水平，促进患者乐观面

对疾病，积极配合治疗，从而有助于缓解患者的疾

病进展恐惧。本研究结果显示，PSSS 和 LOT-R 评分

与 FoP-Q-SF 评分均呈负相关（P<0.01），提示青少

年癫痫患者社会支持和乐观程度越高，其疾病进展

恐惧越少。因此，我们应积极调动患者的社会支持

系统，给予物质、精神上的支持和帮助，同时鼓励

患者倾正确、积极地心态面对疾病与生活，主动倾

诉自己的想法，积极寻求各方面的支持，减轻其心

理负担。目前我们可通过正念减压疗法、 认知存在团

体疗法、 支持性表达疗法等干预方法，通过单个或者

团体沟通、讲授、分享等方式，改善患者对于疾病

的认识水平、提高应对疾病的态度与心理等认知态

度的改善，进而改善青少年癫痫患者疾病进展恐惧

的情况。 

本研究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病程时间、

性别、年龄、医疗方式、其他支持评分、现阶段学

业情况与 FoP-Q-SF 评分呈正相关，LOT-R 评分和

朋友支持评分与 FoP-Q-SF 评分呈负相关（P<0.05
或 P<0.01）。提示青少年癫痫患进展恐惧的影响因

素较多。随着年龄的增加患者的疾病进展恐惧随着

增加，患者相应阶段的学业也随着年龄的增长、文

化程度水平的不同而不同，患者对疾病的进展恐惧

也随之增加，这与国内大多数关于癌症方面的研究

结果有所不同，这一结果考虑与本研究群体的年龄

较小相关。因为随着患者不断接受更多的教育，对

疾病的认识也逐步增强，而患者本身可能更加不愿

接受患病事实，继而采取了回避的方式，从而导致

疾病进展恐惧的增加。此外，也考虑与患者意识到

疾病的不确定性与犯病时的羞耻感有关。患者的性

别不同，疾病进展恐惧的心理影响也不同。男性青

少年患者疾病进展恐惧得分明显低于女性患者，有

可能是因为青少年期的女性相比男性而言，她们会

通过对他人的倾诉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而作为

男性，会更多的有责任感，担心以后的生活能力与

社会适应等。因此，年龄与性别可能是影响青少年

癫痫患进展恐惧发生的危险因素。

患者的医疗方式不同，对疾病进展恐惧也具有

重要影响。本研究中单因素分析显示，医疗方式不

同的患者，其疾病进展恐惧也不同。从宏观上来讲，

我国目前癫痫诊疗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癫痫医疗资源

的发展不平衡，治疗缺口巨大，需要进一步推行和

完善中国癫痫医疗质量指标体系建设，形成数据与

诊疗活动的相互促进和反馈调整，逐步降低差异［13］。

因此，临床医护人员应提高对青少年患者疾病进展

恐惧的认识，在充分评估患者社会支持特点的基础

上，采取针对性、个体化的干预措施，加强健康教育，

从而降低和控制青少年患者疾病进展恐惧的水平。

病程时间的长短也对患者的疾病进展恐惧造成

影响。患者得病时间越长，其疾病进展恐惧心理就

越严重。本研究中患者病程越长，其疾病进展恐惧

越严重。由于患者得病时间较长，其治愈的信心会

降低，从而加重复发恐惧。因此，在临床实践工作

中对于长期治疗的青少年癫痫患者，多鼓励患者积

极配合治疗，讲解积极正面的事例，增强患者的信

心，从而降低青少年患者疾病进展恐惧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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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是患者外部资源，良好的社会支持能

够促进患者乐观面对疾病，从而有助于降低其疾病

进展恐惧的水平。而社会支持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

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患者而言，多数不能独立适应社

会生活，社会依靠感会更强，当青少年面对疾病的

打击时，良好的社会支持是患者的重要精神支撑，

亲朋好友的关怀和帮助有助于缓解患者长期治疗或

疾病不确定感带来的不良情绪，降低心理压力，提

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与信心。青少年的社会支持更

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来源于家庭和父母，还有学校

的老师、同学，以及住院期间医护人员都对患者都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持作用。因此，医护人员在提

供疾病相关知识的同时，应探索并提高青少年癫痫

患者社会支持水平，鼓励患者进行多维的社会人际

成员，同时鼓励患者遇到困难时积极寻求外部支持，

充分发挥社会支持在疾病治疗中的作用，从而降低

并控制其疾病进展恐惧的状况。

在生活定向测验方面，青少年癫痫患者的乐观

人格取向度越高，疾病进展恐惧越小，反之，患者

悲观的人格取向或者消极、病态的心理能加重疾病

进展恐惧的程度。比如癫痫儿童中合并焦虑较为常

见，约占 15％～36％［14，15］，儿童焦虑不同年龄段有

着不同的表现，青少年则为广泛性焦虑和社交恐怖

多见，存在明显的行为抑制和回避，学习和生活能

力受损，甚至有一定的攻击性，所以医务人员在进

行干预时，应考虑到这一年龄段的心理特征和特有

外在表现，因地制宜的制定措施，使其乐观的面对

生活的各种困难，积极主动寻求帮助，自觉就医行

为提高，缓解紧张焦虑情绪，从而降低患者对疾病

进展的恐惧感。对性格偏消极的患者，医护人员需

加强沟通，积极主动与其交流，改变其负性认知，

必要时可联合专业心理专家或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

来提高青少年癫痫患者的乐观人格取向度。

综上所述，在临床实践中，医务人员应关注青

少年癫痫患者，针对不同的危险因素采取相应的干

预措施，以减少青少年癫痫患者疾病进展恐惧的发

生。本研究的局限在于样本量较小，需进一步扩大

样本量，开展多中心研究，并开展纵向研究探讨青

少年癫痫患者疾病进展恐惧的动态变化，为患者的

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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