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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术后放疗患者抑郁焦虑水平及其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分析

肖西峰 、 姜　锋 、 李　荣 、 郭　琳

【摘要】目的　分析宫颈癌术后放疗期患者焦虑抑郁状况，探讨焦虑抑郁状况与患者应对方式

之间的关系。方法　选取我院的宫颈癌术后放疗期患者 95 例进行调查，应用医院焦虑抑郁量表

（HADS）和 Jalowiec 的应对量表（JCS-60）对患者进行评估。结果　38 例（40.00％）患者存在焦

虑；34 例（35.79％）患者存在抑郁；25 例（26.32％）存在焦虑合并抑郁。患者焦虑水平得分（6.89±

3.28），抑郁得分（6.17±3.97）。乐观（2.11±0.45）是患者应用最多的应对方式，情感宣泄（0.97±

0.59）是患者应用最少的应对方式。与焦虑状况呈正相关的应对方式有：面对、逃避、宿命、情感宣

泄（P< 0.01）。与焦虑状况呈负相关（P< 0.05）的应对方式为乐观。与抑郁状况呈正相关的应对方式

有：宿命、情感宣泄（P< 0.01）。结论　宫颈癌术后辅助放疗患者的焦虑抑郁水平较高，面对、逃避、

宿命、情感宣泄等应对方式可进一步增大患者焦虑抑郁水平。因此临床工作者应及时对宫颈术后放

疗癌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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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level and its correlation analysis  with coping style of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XIAO Xifeng，JIANG Feng，LI Rong，et al，Tang Du Hospital of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Xi’an 710038，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level and its correlation analysis with coping style 

of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Methods　95 cases of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post-

operative radiotherapy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for investigation, and the scale of 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HADS) and the Jalowiec table (JCS-60) of the patients were evaluatede. Results　38 cases (40%) patients had 

anxiety; 34 cases (35.79%) patients had depression; 25 cases (26.32%) ha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The patients had a 

level of anxiety with score (6.89±3.28) and  a level of depression with score (6.17±3.97). The coping style of the patients 

with the most application was optimistic (2.11±0.45), and the least coping style was the emotional release (0.97±0.59). 

Face, escape, fate, emotional release and anxiety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P<0.01). Optimism and anxiety were nega-

tively correlated (P<0.05). Fate, emotional release and depression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P<0.01). Conclusion　

The level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was higher, and the cop-

ing style of  face, escape, fate, and emotions in patients can further increase the level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Clinical 

workers should g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measures in time to reduce the level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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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是我国妇科恶性肿瘤发病率最高的恶性

肿瘤。治疗宫颈癌的主要方式是放疗，可导致食欲

消退、疲乏、放射性膀胱炎等副反应，同时，由于

发病已多为晚期，疼痛剧烈，担心疾病的复发，通

常宫颈癌术后辅助放疗患者都伴有不同程度的焦虑

和抑郁［1］。应对是指个体在应激环境中，对该环境

或事件及其所致自身不平衡状态所采取的认知和行

为措施［2］。本次研究通过调查宫颈癌术后辅助放疗

［作者工作单位］陕西省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妇产科（西安，710038）。

［第一作者简介］肖西峰（1967.9-），男，陕西渭南人，大学本科，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妇产科微创。

［通讯作者］肖西峰（Email：xxfeng926@163.com）。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6 年第 43 卷第 5 期 - 861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患者抑郁焦虑水平，探讨患者焦虑抑郁水平与患者

应对方式之间的相关性，为术后护理提供依据，降

低患者抑郁焦虑水平。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经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本研究随机选取于

2014 年 2 月至 2015 年 1 月来我院住院的宫颈癌术后

放疗患者 95 例。年龄 32~63 岁，平均年龄（46.31±

8.29）岁。所有患者均符合病例纳入标准和病例排除

标准。病例纳入标准：①经宫颈刮片、活检确诊为宫

颈癌的患者；②预计生存 3 个月以上的患者。病例排

除标准：①有听力或沟通障碍的患者，不能完成问卷

②有智力或认知障碍的患者；③精神病史患者④合并

症患者。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能够完成问卷填写。

本次研究共对宫颈癌患者发放问卷 100 份，有效问

卷共 95 份（95.00％）。

1.2　研究方法

1.2.1　一般资料

收集患者一般资料，内容包括患者的个体特征

（职业、文化程度和年龄等）；与癌症相关的疾病状

况（肿瘤类型、疾病分期等）。

1.2.2　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

HADS 编 制于 1984 年，主要用于筛查伴有躯

体疾病的住院患者焦虑和抑郁状况，是临床常用量

表之一［3］。HADS 包括 7 个反映焦虑状况的条目，7
个评定抑郁的条目，共 14 个条目，采用 4 级计分

（0～3 分）。总体评分有：无症状（0～7 分）；可疑症

状（8～10 分）；存在症状（11～21 分）。本次研究采

用 8 分作为焦虑抑郁的临界值［4］，方便与其他研究进

行对比。

1.2.3　Jalowiec 的应对量表（JCS-60）
JCS-60 编制于 1987 年，有 60 个应对策略，有

8 种应对方式为：面对（10 条）、逃避（13 条）、乐观（9
条）、情感宣泄（5 条）、自我依赖（7 条）、姑息（7 条）、

支持（5 条）、宿命（4 条）。采用 4 级计分，以 0~3
分依次表示：从不使用、很少使用、有时使用、经常

使用。最高分代表该应对方式被患者采用的越多［5］。

1.3　调查方法及质量控制

研究人员直接向符合病例纳入标准和病例排除

标准的患者说明研究目的，经患者及家属同意后，

患者家属回避，由患者独立完成问卷，确保回答的

内容是患者的切身感受。对患者不理解的内容进行

同一解释，为保证录入的准确性，采用双录入法进

行数据录入。

1.4　统计学方法

将收集到的数据录入 Epi Data3.0 建立数据库，

应用 SPSS20.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计量

资料以（x±s）表示，对数据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

P<0.05 代表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共发放问卷 100 份，回收有效问卷共 95 份，有

效问卷率为 95.00％。

2.1　一般资料

患者年龄 32～63 岁，平均年龄（46.31±8.29）

岁。患者职业：农民 58 例（61 .05 ％），干部 9 例

（9.47％），自由职业者 3 例（3.16％），待业 17 例

（17.89％），家务 8 例（8.42％）；患者文化程度：初

中及以下 31 例（32.63％），高中 21 例（22.11％），

专科 25 例（26.31％），本科及以上 18 例（18.95％）。

肿 瘤 类 型：原 位 癌 5 例 （ 5 . 2 6 ％ ）， Ⅰ 期 1 7 例

（17.89％），Ⅱ a 期 31 例（32.63％），Ⅱ b 期 22 例

（23.16％），Ⅲ期及以上 20 例（21.05％）。

2.2　放疗期间宫颈癌患者抑郁焦虑水平

统计相关数据可得，38 例（40 .00 ％）患者

存在焦虑；34 例（35.79％）患者存在抑郁；25 例

（26.32％）存在焦虑合并抑郁。具体结果见表 1。

表1　术后放疗期间宫颈癌患者抑郁焦虑得分（x±s，分）

项目 分数范围 评分范围 得分

HADS-A（焦虑） 0~19 0~21 6.89±3.28
HADS-D（抑郁） 0~17 0~21 6.17±3.97
焦虑抑郁总分 0~34 0~42 13.06±7.25

2.3　放疗期间宫颈癌划着应对方式状况与焦虑

抑郁的关系

结果显示，宫颈癌术后辅助放疗患者应用最

多的应对方式为乐观（2.11±0.45），应用最少的应

对方式为情感宣泄（0.97±0.59）。与焦虑状况呈正

相关的应对方式有：面对、逃避、宿命、情感宣泄

（P<0.01）。（P<0.05）与抑郁状况呈正相关的应对

方式有：宿命、情感宣泄（P<0.01）。同时，焦虑抑

郁与应对方式总体未见相关性（P>0.05）。具体结果

见表 2。

3　讨论

宫颈癌患者由于生理特点，其心理负担较男性

恶性肿瘤患者更重。通常情况下，患者会产生焦虑、

抑郁、睡眠障碍等一系列负面影响。手术、放疗、

化疗等综合治疗通常为宫颈癌的主要治疗手段，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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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癌患者不仅承受着宫颈癌自身的刺激，更有担心

疾病复发、长期放疗带来的并发症、长期住院治疗

带来的经济负担、工作压力等一系列应激，极大影

响了患者的心理生理健康，宫颈癌患者通常存在一

定的负面情绪，如焦虑、抑郁等［6］。负面情绪影响

患者的免疫功能，进而影响放疗的进行。这一研究

结果与蒋义生关于冠心病的相关研究结果一致［7］。

本次研究通过发放问卷的形式，采用患者个人基本

情况表进行收集患者一般资料，利用医院焦虑抑郁

量表对患者焦虑抑郁状态进行分析，利用 Jalowiec 的

应对量表分析宫颈癌患者常用的应对形式［8］。分析

焦虑抑郁水平与应对方式之间的相关性，为术后护

理提供依据，降低患者抑郁焦虑水平。

本研究数据表明，宫颈癌术后辅助放疗患者中

有 38 例（40.00％）患者存在焦虑；34 例（35.79％）

患者存在抑郁；25 例（26.32％）存在焦虑合并抑郁。

这一研究结果与 Yavas［9］的研究结果相近。放疗患者

应用最多的应对方式为乐观（2.11±0.45），Palese［10］

的研究也表明，乐观是宫颈癌患者放疗时应用最多

的应对方式。经过短期放疗后，宫颈癌患者症状得

到缓解，看到了治愈的希望，因此，乐观是宫颈癌

术后辅助放疗患者应用最多的应对方式。患者应用

最少的应对方式为情感宣泄（0.97±0.59）。情感宣

泄不能改变现状，会给身体带来负面结果，影响心

理的平衡，并不利于缓解患者压力。

本研究表明，与焦虑状况呈正相关的应对方式

有：面对、逃避、宿命、情感宣泄。患者采取面对的

应对方式越多，其焦虑水平越高。对患者来说，癌

症的诊断和治疗，来自家庭社会的压力，是严重的

生理应激，癌症患者采取面对的应对方式加重了病

人的焦虑。这一研究结果与 Meggiolaro［11］的研究结果

一致。患者采用宿命的应对方式越多，焦虑水平也

会增高。患者情感压抑，对治疗失去信心，听天由

命的态度并不利于患者宫颈癌的治疗。这一研究结

果与刘显阳等［12］关于冠心病的相关研究结果一致。

与焦虑状况呈负相关的应对方式为乐观。乐观是一

种积极向上的正性情感，可以激活免疫系统活力，

有效减轻患者压力，能有效减轻疾病带来的心理问

题，是宫颈癌患者应用最多的应对方式。

临床工作者应及时对宫颈癌患者进行心理干预

措施，使患者采取有效应对方式面对疾病，减轻患

者抑郁焦虑水平，加强巩固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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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放疗期间宫颈癌患者应对方式状况与焦虑抑郁的关系

项目 得分
Pearson相关系

数HADS-A HADS-D

面对 1.71±0.56 0.379 0.029
逃避 1.52±0.46 0.481 0.219
乐观 2.11±0.45 -0.497 -0.069
宿命 1.35±0.48 0.539 0.301

情感宣泄 0.97±0.59 0.503 0.369
姑息 1.23±0.40 0.050 0.129
支持 1.49±0.62 0.036 0.195

自我依赖 1.60±0.53 0.139 0.179
总分 1.53±0.39 0.204 0.1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