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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患者病耻感对临床症状及生活质量影响研究

亢　昕 1 、 汪　芹 1 、 宋丽秀 2 、 张　晓 1

【摘要】目的　探讨抑郁症患者病耻感对症状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6 年 6 月 ~2018

年 6 月本院收治的 182 例抑郁症患者，采取精神疾病内在病耻感调查表（ISMI）、Beck 抑郁量表、世

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测定量表简表（WHOQOL-BREF）对患者进行评价，另取 182 例健康对照者进

行生活质量调查。对病耻感水平与一般资料相关性进行分析，比较两组生活质量评分及各领域评分

的差异，分析抑郁症患者病耻感对临床抑郁症状及生活质量评分的影响。结果　有病耻感的患者占

所有抑郁症患者的 91.2％，其中轻度病耻感 68 例，中度病耻感 79 例，重度病耻感 19 例；病耻感中

度以上患者年龄、住院次数与病耻感≤轻度患者相比有明显差异（P< 0.05）；抑郁症患者总体生活质

量评分及生理、心理、社会关系领域评分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P< 0.05）；抑郁症患者病耻感的刻板

因子、歧视因子、病耻抵抗因子得分与 Beck 抑郁量表得分呈正相关（P< 0.05）；抑郁症患者总体生

活质量评分与 ISMI 标准分、疏远因子、刻板印象因子等呈负相关（P< 0.05）。结论　抑郁症患者具

有较高的病耻感水平，病耻感会加重患者临床症状，并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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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stigma on symptom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KANG Xin，WANG Qin，SONG Lixiu，et al. Xinjiang Shihezi Oasis Hospital. Xinjiang 832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stigma on clinical symptom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182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6 to June 2018 were selected 

and measured by the ISMI，Beck Depression Scale，and WHO Quality of Life Measurement Scale（WHOQOL-BREF），

and 182 healthy controls were used for quality of life survey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stigma was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in quality of life scores and scores in different fields were observed. The effects 

of stigma on depression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were analyzed. Result　91.2％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had stigma，including 68 cases with mild stigma，79 cases with moderate stigma and 19 cases of severe 

stigma，and ISMI standard of depression（2.54±0.45）. There were difference in age and hospitalization among the pa-

tient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stigma（P<0.05）.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s in depression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healthy controls（P<0.05）. There were positive correlation among the scores of stereotypes，discrimina-

tion factors，stigma resistance factors and the scores of Beck depression scales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P<0.05） 

Overall quality of life and scores in various fields of depression patient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ISMI standard 

scores，alienation factors，and stereotype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P<0.05）. Conclusion　Depressed 

patients have a higher level of stigma，and stigma can aggravate the patient's clinical symptoms and is negatively corre-

lated with the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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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已成为严重影响我国人民身体健康的第

二大疾病［1］。患者往往存在负性认知和退缩等表现，

对疾病有病耻感，病耻感会损害患者自尊及求医意

愿，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预后［2-4］。因此，本研究

探讨病耻感对抑郁症患者的症状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本资料

选取 2016 年 6 月 ~2018 年 6 月本院收治的 182
例抑郁症患者，其中男性 81 例，女性 101 例，年龄

21~65 岁，平均年龄（46.24±12.15）岁。另取同期

到本院体检的 182 例健康志愿者为对照组，男性 75
例，女性 107 例，年龄 24~66 例，平均年龄（48.21±

11.58）岁，两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

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研究经医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或家属知情并签署同意书。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符合国际精神疾病分类与诊

断标准中关于抑郁症的诊断标准［5］；（2）年龄在

20～70 岁之间；（3）认知及理解能力正常。排除标

准：（1）既往患有神经系统疾病者；（2）既往患有躯

体严重疾病者；（3）不配合测试者；（4）酒精依赖

者。

1.3　方法

精神疾病内在病耻感调查表（internalized stigma 

of mental illness scale，ISMI）［6］：采用该表对患者病耻

感进行评估，共 29 个条目，5 个分量表（疏远、社

交退缩、歧视、刻板印象、病耻抵抗），各条目为

1~4 分。

病耻感程度分级：轻度：标准分≤ 2.5 分；中度：

≤ 3.0 分；重度：>3.0 分。

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简表（World Health 

Organizat ion，s quali ty  of  l i fe  scale -brief  form 

questionnaire，WHOQOL-BREF）［7］：采用该表对患者

生活质量进行评价，共 26 个条目，4 个方面（生理、

心理、环境及社会关系领域），每个条目 1~5 分，量

表中有 3 个条目是负向问题，采用反向积分，采用 6
减去该条目得分。分数越高，代表生活质量越高。

Beck 抑郁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BDI）［8］：采用该表对患者抑郁症状进行评价，量表共

有 13 个条目，将 13 个项目相加即得到总分，判断

是否存在抑郁症状，0~4 分为无抑郁，5~7 分为轻度

抑郁，8~15 分为中度抑郁，16 分以上为重度抑郁。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19.0 软件，计量资料采用（x±s）来表

示，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数或百分比表示，χ²

检验；相关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P<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抑郁症患者的病耻感水平

182 例抑郁症患者中，有病耻感的 166 例，占

所有抑郁症患者的 91.2％，其中轻度病耻感 68 例，

中度病耻感 79 例，重度病耻感 19 例，抑郁症患者

ISMI 标准分为（2.54±0.45）分，其中抑郁症患者病

耻感各分量表标准分详见表 1。
表1　抑郁症患者病耻感水平（x±s）

项目 得分

ISMI标准分 2.54±0.45

病耻抵抗标准分 2.43±0.25

社交退缩标准分 2.51±0.57

歧视标准分 2.41±0.52

刻板印象标准分 2.48±0.56

疏远标准分 2.74±0.61

2.2　病耻感水平与一般资料相关性分析

病耻感中度以上患者年龄、住院次数与病耻感

≤轻度患者相比，P<0.05，详见表 2。

2.3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抑郁症患者总体生活质量评分及生理、心理、

社会关系领域评分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P<0.05，

详见表 3。

表2　病耻感水平与一般资料相关性分析

病耻感水平 例数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婚姻状态 病程 住院次数

男 女 ≤45 >45 高中以下 高中以上 已婚 其他 ≤10 >10 0 ≥1

≤轻度 89 40 49 62 27 54 35 75 14 83 6 82 7

>中度 93 42 51 39 54 74 19 80 13 75 18 46 47

χ2 0.242 14.315 3.418 0.358 3.912 30.128

P 0.821 0.000 0.062 0.531 0.052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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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 研 究 发 现：抑 郁 症 患 者 中 病 耻 感 患 者 占

91.2％，大多数患者存在轻度、中度病耻感，这可

能与精神类疾病本身症状特点及我国文化因素有关。

国人普遍对精神疾病患者存在歧视、贬低心理，而

患者则认为自己患病后，工作效率降低，学习成绩

下降，交往能力变弱，进而逃避与他人的交往，并

害怕治疗后产生副作用，心理压力倍增。有研究认

为患病年龄、发病年龄及住院次数是影响抑郁症患

者病耻感的主要因素［9，10］。本研究还发现：年龄 >45
岁患者病耻感程度显著高于年龄≤ 45 岁患者，住院

超过 1 次的患者心理压力相对更大，因此，对年龄

偏大，住过院的患者要更加注意。

本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病耻感的 ISMI 标准分

及疏远、刻板印象、歧视、社交退缩因子与总体生

活质量及各领域评分呈负相关。原因可能为抑郁症

病因复杂，病程较长，病情反复，患者长期服药副

作用明显，导致躯体不适，加之自我病耻感及社会

歧视等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下降。

综上所述，抑郁症患者具有较高的病耻感，提

示临床应对抑郁症患者的病耻感给予足够重视。但

本研究只是初步研究，进一步的研究要探讨如何干

预抑郁患者的病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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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病耻感与生活质量、抑郁症状的相关性分析

抑郁症患者病耻感的刻板因子、歧视因子、

病耻抵抗因子得分与贝克抑郁量表得分呈正相关

（P<0.05），抑郁症患者病耻感的病耻抵抗因子得分

与总体生活质量及各领域评分无相关性（P>0.05）；

抑郁症患者病耻感的 ISMI 标准分及疏远、刻板印象、

歧视、社交退缩因子与总体生活质量及各领域评分

呈负相关（P<0.05），详见表 4。

表3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生理领域 心理领域 环境领域 社会关系领域 总体生活质量

健康对照组 182 15.20±2.25a 14.12±1.84a 12.15±2.04 14.05±2.16a 13.41±2.52a

抑郁症组 182 11.34±2.62 12.25±2.43 12.53±2.58 12.13±3.28 11.22±3.46

注：aP<0.05，与健康对照组对比。

表4　抑郁症患者病耻感、抑郁症状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分析

项目 ISMI标准分 疏远 刻板印象 歧视 社交退缩 病耻抵抗

总体生活质量 -0.562a -0.615a -0.396a -0.621a -0.536a 0.049

环境领域 -0.691a -0.653a -0.522a -0.714a 0.668a 0.012

心理领域 -0.737a -0.704a -0.568a -0.764a -0.686a 0.023

生理领域 -0.765a -0.742a -0.626a -0.763a -0.731a 0.024

社会关系领域 -0.735a -0.642a -0.604a -0.762a -0.695a -0.014

抑郁症状 0.312 0.026 0.518a 0.312a 0.149 0.512a

注：两两比较，aP<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