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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日嗜睡和睡眠质量对宫颈癌患者手术后焦虑、抑郁的影响

程建荣 1 、 荣　晅 2

【摘要】目的　探讨白日嗜睡和睡眠质量对宫颈癌患者手术后焦虑抑郁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2019 年 6 月于我院接受治疗的 86 例宫颈癌患者为研究对象，使用爱泼沃斯嗜睡量表（ESS）

和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评估患者的白日嗜睡严重程度和睡眠质量水平，比较不同白日嗜睡严

重程度和睡眠质量水平患者的焦虑（HAMA）、抑郁（HAMD）水平，并使用 Pearson 法分析 ESS 评分

和 PSQI 与 HAMA 和 HAMD 评分的相关性。结果　ESS 评分为 0～6 分患者 HAMA 评分为 8.26±3.44

分，HAMD 评分为 15.71±4.08 分，ESS 评分为 7～16 分患者 HAMA 评分为 17.02±4.33 分，HAMD 评

分为 26.24±5.11 分，ESS 评分为 17～24 分患者 HAMA 评分为 25.28±4.08 分，HAMD 评分为 34.29±

5.25 分，三组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PSQI 评分为 0～7 分患者 HAMA 评分为 7.37±3.18 分，

HAMD 评分为 14.21±3.49 分，PSQI 评分为 8～14 分患者 HAMA 评分为 15.37±4.21 分，HAMD 评分为

24.21±3.55 分，PSQI 评分为 15～21 分患者 HAMA 评分为 23.29±4.04 分，HAMD 评分为 32.74±4.27

分，三组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Pearson 法分析结果显示，ESS 和 PSQI 与 HAMA 和 HAMD

相关系数 r 分别为 0.544、0.369、0.507、0.488。结论　白日嗜睡和睡眠质量与宫颈癌患者手术后焦虑

抑郁密切相关，白日嗜睡程度越严重、睡眠质量越差，患者的焦虑、抑郁水平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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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ytime sleepiness，sleep quality and the level of anxiety/depression on post-
operative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CHENG Jianrong，RONG Xuan. Henan Huaibin County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Huaibin 4644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ytime sleepiness，sleep quality and the level of 

anxiety/depression on postoperative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Method　86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June 2019 were selected as subjects. The Epworth Sleepiness Scale（ESS）

and th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were used to assess the patient's daytime sleepiness and sleep qual-

ity levels. The anxiety（HAMA）and depression（HAMD）levels of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daytime sleepiness and sleep 

quality levels were compared，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SS score and PSQI and HAMA and HAMD scores was 

analyzed using the Pearson method. Result　The ESS score was 0-6，the patient's HAMA score was 8.26±3.44，the 

HAMD score was 15.71±4.08，the ESS score was 7-16，the HAMA score was 17.02±4.33，the HAMD score was 

26.24±5.11，ESS score. For 17 to 24 points，the HAMA score was 25.28±4.08，and the HAMD score was 34.29±5.25
（P<0.05）. Patients with a PSQI score of 0 to 7 had a HAMA score of 7.37 ± 3.18，a HAMD score of 14.21 ± 3.49，

a PSQI score of 8 to 14 with a HAMA score of 15.37 ± 4.21，a HAMD score of 24.21 ± 3.55，and a PSQI score. For 

the patients with 15 to 21 points，the HAMA score was 23.29±4.04，and the HAMD score was 32.74±4.27（P<0.05）. 

The Pears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r between ESS and PSQI and HAMA and HAMD were 0.544，

0.369，0.507，and 0.488，respectively. Conclusion　Daytime sleepiness and sleep quality are closely related to 

postoperativ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The more severe the degree of daytime sleepiness 

and the worse the quality of sleep，the more serious the level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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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患者往

往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情绪，影响患者的治

疗效果，因此医护人员越来越重视对宫颈癌患者的

心理［1-2］。白日嗜睡是指在白天单调或安静的环境下

难以控制的睡眠，包括打瞌睡和小睡等，是常见的

睡眠障碍［3］，失眠不仅是睡眠生理紊乱的过程，而

且和心理紊乱密切相关，因此失眠问题与情绪障碍

常常同时出现［4］，但临床上有关白日嗜睡和睡眠质

量与宫颈癌患者心理状态关系的研究较少［5］。因此

本次研究探讨白日嗜睡和睡眠质量对宫颈癌患者手

术后焦虑抑郁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1 月～2019 年 6 月于我院接受治

疗的 86 例宫颈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平均年龄 42.27
±5.68 岁，平均病程 8.21±2.26 月，体重指数 22.04
±1.68kg/m²，文化程度小学 9 例，初中 18 例，高

中 20 例，大学及以上 39 例，月收入水平 4204.84±

1037.68 元，纳入标准：①生命体征稳定，无生命危

险；②无精神疾病，能配合完成此次研究；③无合并

心、肺等重要器官并发症；④患者均同意参与本次研

究。

1.2　方法

资料收集：由 3 名经过培训的医护人员组成调查

小组，通过面对面交谈的方式询问患者的年龄、病

程、身高、体重、文化程度、收入水平、疾病史等

基本资料，并使用爱泼沃斯嗜睡量表、匹兹堡睡眠

质量指数、汉密尔顿焦虑量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评估患者白日嗜睡严重程度、睡眠质量和焦虑抑郁

水平，量表条目不得漏填，并当场收回，3 个调查员

独立打分，最终分值取平均分。

1.3　评价指标 

使用爱泼沃斯嗜睡量表（ESS）和匹兹堡睡眠质

量指数（PSQI）评估患者的白日嗜睡严重程度和睡

眠质量水平，比较不同白日嗜睡严重程度和睡眠质

量水平患者的焦虑（HAMA）、抑郁（HAMD）水平，

并使用 Pearson 法分析 ESS 评分和 PSQI 与 HAMA 和

HAMD 评分的相关性。

白日嗜睡：使用爱泼沃斯嗜睡量表［6］评估，该量

表共包含 8 个问题，每个问题采用 0～3 分取值，其

中 0～6 分为不嗜睡，7～16 分为嗜睡，17～24 分为

危险性嗜睡。

睡眠质量：使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7］评估，共

包含 18 个条目，取值范围为 0～21 分，分数越高，

睡眠质量越差。

焦虑水平：使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8］评估，共

包含 14 个条目，其中 10 个条目采用 0～4 分取值，4
个条目采用 0～2 分取值，分数越高，焦虑越严重。

抑郁水平：使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8］评估，共包

含 17 个条目，每个条目均采用 0～4 分取值，分数

越高，抑郁越严重。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软件对研究中得到数据进行统计

学分析。计量数据用平均值 ± 标准差（x±s）表示，

独立样本间用 F 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表示，比较

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白日嗜睡程度患者焦虑抑郁水平比较

不同 ESS 评分患者 HAMA 和 HAMD 评分比较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1　不同白日嗜睡程度患者焦虑抑郁水平比较

ESS评分 HAMA/分 HAMD/分

0～6 8.26±3.44 15.71±4.08

7～16 17.02±4.33 26.24±5.11

17～24 25.28±4.08 34.29±5.25

F值 4.217 4.876

P值 0.042 0.032

2.2　不同睡眠质量患者焦虑抑郁水平比较

不同 PSQI 评分患者 HAMA 和 HAMD 评分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2　不同睡眠质量患者焦虑抑郁水平比较

PSQI评分 HAMA/分 HAMD/分

0～7 7.37±3.18 14.21±3.49

8～14 15.37±4.21 24.21±3.55

15～21 23.29±4.04 32.74±4.27

F值 5.024 5.381

P值 0.025 0.021

2.3　Pearoson 相关分析

Pearson 法分析结果显示，ESS 和 PSQI 与 HAMA

和 HAMD 均呈正相关关系。
表3　Pearoson相关分析

相关系数r HAMA HAMD

ESS 0.544 0.369

PSQI 0.507 0.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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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睡眠是人体体能整合、恢复、巩固记忆的过程，

人的一生约有 30％的时间在睡眠中度过，是生命健

康所必需的重要环节，睡眠是一种保护性机制，对

大脑皮层有保护作用，能够恢复大脑皮层细胞功能

的消耗［9-10］。若睡眠质量差，则会出现疲劳、精神不

振、情绪低落、注意力不集中等反应，严重的会出

现机体抵抗力下降、语言表达能力和决策能力减退，

甚至影响生长发育［11］。

本次研究发现：不同 ESS 评分患者的 HAMA 和

HAMD 评分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而且 ESS 评分与

HAMA 和 HAMD 评分均呈正相关关系，白日嗜睡程

度越严重，白日替醒程度越差，会损伤认知和记忆

功能，出现注意力难以集中、思维能力下降、记忆

减退，学习新鲜事物困难等问题，导致日常生活自

理能力下降，影响社交能力，导致日常生活效率低

下［12］，且白日嗜睡严重程度越严重，患者情绪和人

际关系障碍越突出，同时白日嗜睡带来了注意力不

集中、精力不足、自我评价低等影响，加重了焦虑、

抑郁水平［13-14］。

睡眠质量是影响住院患者生理、心理以及预后

效果等健康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15］，本次研究的数

据显示，不同 PSQI 评分患者的 HAMA 和 HAMD 评

分存在明显差异，PSQI 与 HAMA 和 HAMD 均呈正相

关关系，睡眠功能状态水平越差，患者的应激反应

越大，日常生活受到的影响越大，容易出现负性情

绪［16］，人的睡眠是由丘脑、下丘脑、脑干和视前区

多种神经机制的相互作用共同调节的，睡眠质量差，

说明患者局部脑功能差，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就

越明显［17］。

综上所述，白日嗜睡和睡眠质量与宫颈癌患者

手术后焦虑抑郁密切相关，白日嗜睡程度越严重、

睡眠质量越差，患者的焦虑、抑郁水平越严重，临

床上应该加以重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也没有探

讨睡眠和抑郁焦虑互相影响的机制，后续的研究要

多探讨其中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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