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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型糖尿病患者的知觉压力和抑郁、焦虑水平的相关性

魏　璐 1 、 冯春秀 2 、 李青青 1 、 李泉慧 1 、 李艳丽 1

【摘要】目的　分析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的知觉压力和抑郁、焦虑水平的相关性。方法　选

定本院 2018 年 11 月～2020 年 11 月住院治疗的 82 例 T2DM 患者，以 CPSS（中文版压力知觉量表）

评估知觉压力，以 SAS（焦虑自评量表）评分、SDS（抑郁自评量表）评分评估焦虑、抑郁水平，比

较不同知觉压力组 SAS 评分、SDS 评分，比较不同焦虑程度组 CPSS 评分、SDS 评分，比较不同抑郁

程度组 CPSS、SDS 评分，Pearson 分析 CPSS 评分与 SAS 评分、SDS 评分的相关性。结果　压力较大

组 SAS 评分、SDS 评分均低于压力过大组，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 0.05）。轻度焦虑组 CPSS 评

分、SDS 评分均低于中度焦虑组，中度焦虑组 CPSS 评分、SDS 评分均低于重度焦虑组，差异均存在

统计学意义（P< 0.05）。CPSS 评分与 SAS 评分、SDS 评分呈正相关性，P< 0.05（r=0.796、0.804）。

结论　T2DM 患者知觉压力与抑郁、焦虑程度呈正相关性，通过减轻患者知觉压力，可以达到减轻

不良情绪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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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between perceived stress and depression/anxiety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WEI Lu，FENG Chunxiu，LI Qingqing，et al.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ceived stress and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 Methods　82 T2DM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from November 2018 to Novem-

ber 2020 were selected. The perceived stress was assessed by CPSS（Chinese version of stress perception scale），and 

the level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ere assessed by SAS（self rating Anxiety Scale）and SDS（self rating Depression 

Scale）. The SAS and SDS scores in different perceived stress groups were compared，and the CPSS and SDS scores in 

different anxiety groups were compared，The scores of CPSS and SDS were compared in groups with different depression 

degree，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PSS and SAS，SDS was analyzed by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The 

SAS score and SDS score in the high pressure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high pressure group（P<0.05）. The 

CPSS score and SDS score in mild anxiet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moderate anxiety group，while the CPSS score 

and SDS score in moderate anxiet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severe anxiety group（P<0.05）. CPSS scor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AS score and SDS score（P<0.05；r=0.796，0.804）. Conclusion　The perceived stress of 

T2DM patients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egree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we can alleviate the negative emotions 

in T2DM patients through reducing their perceived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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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型糖尿病（T2DM）具有发病率高、致残率高

的特点［1］。据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成年糖

尿病人群多达 1.14 亿，将近 95％的患者为 T2DM［2］。

T2DM 病程长、易复发、并发症多、需终身用药等，

所以患者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降低治疗

依从性。有研究表明：T2DM 患者面对疾病产生的压

力与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密切相关［3］。基于此，作

者分析了本院 2018 年 11 月～2020 年 11 月住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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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82 例 T2DM 患者，分析 T2DM（2 型糖尿病）患者

的知觉压力和抑郁、焦虑水平的相关性，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定本院 2018 年 11 月～2020 年 11 月住院治

疗的 82 例 T2DM 患者，已得到医院伦理委员会审

批，45 例男性、37 例女性；年龄在 42～86 岁，平

均（64.52±5.17）岁；病程在 3～15 年，平均（9.82
±2.47）年；受教育时间在 8～16 年，平均（12.52±

2.74）年；体重在 46～94kg，平均（70.52±7.49）kg。

纳入标准：①均满足《中国 2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

（2017 年版）》［4］中对“T2DM”诊断标准。②年龄≧

18 周岁。③病历资料完整、齐全。④病程≧ 6 月。

⑤意识清醒、对答切题。⑥均知情，已签署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合并恶性肿瘤者。②合并下肢静

脉血栓等疾病者。③处于哺乳、妊娠期女性。④中

途从此项研究退出者。⑤肢体活动受限者。⑥ I 型糖

尿病者。⑦合并帕金森、痴呆者。⑧合并急性心肌

梗死等疾病者。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1）CPSS（中文版压力知觉量表）评分：1983
年由“Cohen”编制，量表以 1～5 级评分法评定，0
分是从来没有，1 分是极少有，2 分是有时有，3 分

是经常有，4 分是很多，第 4 题、5 题、6 题、7 题、

9 题、10 题是反向计分，正常在 0～28 分，压力较

大在 29～42 分，压力过大在 43～56 分，知觉压力、

分值呈正相关性［5］。Cronbach’sα系数是 0.816，信

效度良好。

（2）SAS（焦虑自评量表）评分：由“Zung”编

制，共计 20 个条目，50～59 分是轻度，60～69 分

是中度，70 分以上是重度，焦虑程度、分值呈正相

关性［6］。Cronbach’sα系数是 0.824，信效度良好。

（3）SDS（抑郁自评量表）评分：由“Zung”编

制，共计 20 个条目，53～62 分是轻度，63～72 分

是中度，73 分以上是重度，抑郁程度、分值呈正相

关性［7］。Cronbach’sα系数是 0.820，信效度良好。

1.2.2　调查方法

对所有患者均进行一对一问卷调查，发放问卷

之前向患者详细讲解问卷的填写方法、注意事项等，

患者独立填写问卷，对于不能填写的患者，由家属

代替填写，问卷当场发放，当场填写、回收，本次

研究问卷回收率是 100.00％。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不同知觉压力组 SAS 评分、SDS 评分，比

较不同焦虑程度组 CPSS 评分、SDS 评分，比较不同

抑郁程度组 CPSS、SDS 评分。

1.4　统计学方法

以 SPSS26.0 软件统计，计量资料（CPSS 评分、

SAS 评分、SDS 评分），独立样本 t 检验或 F 检验（组

间比较），以“x±s”表示，Pearson 分析 CPSS 评分与

SAS 评分、SDS 评分的相关性，P<0.05，表明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不同知觉压力组 SAS 评分、SDS 评分

82 例 T2DM 患者，62 例压力较大，占 75.61％，

20 例压力过大，占 24.39％。压力较大组 SAS 评分、

SDS 评分均低于压力过大组，P<0.05，见表 1。
表1　比较不同知觉压力组SAS评分、SDS评分（x±s）

组别 SAS评分（分） SDS评分（分）

压力较大组（n=62） 42.82±6.46 40.26±3.28

压力过大组（n=20） 52.94±7.41 54.62±6.27

t 5.876 13.333

P 0.000 0.000

2.2　比较不同焦虑程度组 CPSS 评分、SDS 评分

82 例 T2DM 患者，38 例轻度焦虑，占 46.34％，

32 例中度焦虑，占 39.02 ％，12 例重度焦虑，占

14.63％。轻度焦虑组 CPSS 评分、SDS 评分均低于

中度焦虑组，中度焦虑组 CPSS 评分、SDS 评分均低

于重度焦虑组，P<0.05，见表 2。
表2　比较不同焦虑程度组CPSS评分、SDS评分（x±s）

组别 CPSS评分（分） SDS评分（分）

轻度焦虑组（n=38） 33.62±2.05 36.92±2.05

中度焦虑组（n=32） 38.26±3.94a1 42.62±2.84a2

重度焦虑组（n=12） 49.62±5.14b1，c1 56.26±4.17b2，c1

t 10.271 9.824

P <0.001 <0.001

注：与轻度焦虑组比较，a1t =6.320 a1P=0.000；a2t =9.728 
a2P=0.000；与中度焦虑组比较，b1t =7.828 b1P=0.000；b2t =12.431 
b2P=0 .000；与轻度焦虑组比较，c1t =15 .850  c1P=0 .000；
a2t =21.730 c2P=0.000。

2.3　比较不同抑郁程度组 CPSS 评分、SDS 评分

82 例 T2DM 患者，40 例轻度抑郁，占 48.78％，

34 例中度抑郁，占 41 .46 ％，8 例重度抑郁，占

9.76％。轻度抑郁组 CPSS 评分、SDS 评分均低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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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抑郁组，中度抑郁组 CPSS 评分、SDS 评分均低于

重度抑郁组，P<0.05，见表 3。
表3　比较不同抑郁程度组CPSS评分、SAS评分（x±s）

组别 CPSS评分（分） SAS评分（分）

轻度抑郁组（n=40） 35.62±3.82 39.26±2.46

中度抑郁组（n=34） 40.92±4.18a1 45.29±3.05a2

重度抑郁组（n=8） 51.26±6.25b1 59.62±4.722

t 12.827 10.382

P <0.001 <0.001

注：与轻度抑郁组比较，a1t =5.696 a1P=0.000；a2t =9.413 
a2P=0.000；与中度抑郁组比较，b1t =5.708 b1P=0.000；b2t =10.720 
b2P=0.000；与轻度抑郁组比较，c1t =9.436 c1P=0.000；c2t =18.009 
c2P=0.000

2.4　CPSS 评分与 SAS 评分、SDS 评分的相关性

CPSS 评分与 SAS 评分、SDS 评分呈正相关性，

P<0.05（r=0.796、0.804），见表 4。
表4　CPSS评分与SAS评分、SDS评分的相关性

项目
SAS评分 SDS评分

r值 P值 r值 P值

 CPSS评分 0.796 <0.01 0.804 <0.01

3　讨论

T2DM 患者抑郁、焦虑发生率较高［8］。T2DM 是

一种心身疾病，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等与生物

学因素、心身社会因素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9］。据

调查显示：大部分 T2DM 患者存在不稳定情绪特征，

具体表现为焦虑、烦躁、抑郁、不安等。焦虑、抑

郁情绪会通过影响下丘脑 - 垂体 - 靶腺轴，降低胰

岛素的敏感性，或增加升糖激素，例如皮质醇，降

低机体对葡萄糖的利用率，促进糖异生，导致血糖

持续性升高，进一步加重 T2DM 患者病情［10-11］。另

外，T2DM 患者长期患病，长期接受胰岛素、降糖药

物治疗，面对昂贵的经济负担，会加重 T2DM 患者

心理负担，引发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形成一个

恶性循环［12-13］。故加强对 T2DM 患者心理干预，减

轻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对改善患者预后极为重要。

知觉压力是个体对于环境威胁性刺激，通过自

我认知评价而产生的一种心理感受［14］。较为严重的

知觉压力会促进不健康行为，例如不良饮食习惯、

体力活动减少、吸烟等，成为诱发、加重 T2DM 的

重要危险因素。本研究显示：压力较大组 SAS 评分、

SDS 评分均低于压力过大组，轻度焦虑组 CPSS 评

分、SDS 评分均低于中度焦虑组，中度焦虑组 CPSS

评分、SDS 评分均低于重度焦虑组，CPSS 评分与

SAS 评分、SDS 评分呈正相关。表明 T2DM 患者焦虑、

抑郁水平会随着知觉压力的增加而增加。分析如下：

T2DM 患者在长期治疗下，对压力的应对处理能力降

低，长期处于慢性应激状态，会产生一系列疲劳感，

导致自身血糖控制不佳，增加 T2DM 相关并发症发

生率，加重患者心理负担，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进

一步加重原发病，增加治疗及护理难度［15］。

本研究结果表明：T2DM 患者应加强心理干预，

建议干预措施如下：（1）健康教育：护士通过微信、

视频、宣传册等方式向患者讲解 T2DM 相关知识，

对患者、家属提出的问题，以自身专业知识作出细

致、耐心的解答，及时纠正患者错误认知，语言以

通俗易懂为主，尽可能避免使用官方语言，提高患

者对 T2DM 的认知度。（2）心理护理：护士根据患者

性格特点、理解能力、经济状况等予以一对一的心

理疏导，多向患者介绍以往血糖控制良好、未发生

糖尿病并发症的 T2DM 案例，提高患者治疗信心、

意志，也可邀请预后血糖控制良好、心态乐观积极

的 T2DM 患者现身说法，为其他病友分享自身的康

复心得，为其他患者树立榜样。（3）音乐放松：根据

患者个人爱好每日在病房播放柔和、舒缓的音乐，

每日 2～3 次，每次 20～30min。听音乐的同时，护

士指导患者通过节律深呼吸、全身肌肉绷紧放松训

练、冥想、哼唱等方式全身心放松，对于减轻患者

内心压力、不良情绪具有重要意义。（4）家庭社会支

持：及时与患者、家属取得联系，告知其家庭支持、

社会支持对患者机体恢复的重要性，鼓励其予以患

者真诚的照护与关爱，稳定患者内心情绪，让患者

感受到来自家庭的温暖、关爱与支持。本研究是横

断面研究，下一步的研究要追踪观察 T2DM 患者知

觉压力、焦虑、抑郁水平的动态变化，进一步明确

三者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T2DM 患者知觉压力、焦虑、抑郁水

平呈正相关性，临床应加强对 T2DM 患者心理疏导，

尽可能减轻患者知觉压力及不良情绪，防止疾病加

重、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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