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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社区癌症患者抑郁状况
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郑莹

邹建军

王杰军

【摘要】

目的

吴春晓

鲍萍萍

卢伟

了解上海市社区癌症患者抑郁流行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的

方法从上海肿瘤病例数据库中选取社区中７９６７例癌症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并填写自评量表，共回收合
格调查表６６９４份。统计描述其抑郁状况的流行病学分布，使用条件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数据，确定患者
发生抑郁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社区癌症患者中，抑郁发生的比例为２４．７４％（９５％ａ：２３．７１％～
２５．７９％）。患者生存期、诊断时期别、肿瘤有否转移、治疗状况、体能评分ＫＰＳ、疼痛ＶＡｓ评分是抑郁
发生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早期诊断癌症、提高Ｉ临床治疗效果、提供社区康复指导与服务可降低社
区癌症患者抑郁的发生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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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人群中抑郁的发生比例，美国的报道是

施来降低抑郁的发生，可以提高癌症患者的生存

３．５％～２７．０％ｕ’２【，而在癌症患者中，抑郁的发生

期¨１｜。上述所提及的诸多研究都是针对临床患者，

比例明显升高，达２０％～５０％∞’４ Ｊ。一项为期１７年

由临床医生在医院内对患者进行抑郁状况的评价。

的前瞻性研究结果表明，癌症的死亡率和抑郁情绪

截止到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１日上海市约有１３万的现患

密切相关，高度抑郁者的死亡率是其他人的２倍¨１，

癌症病例，这些患者中的大多数完成了临床治疗，病

说明抑郁可以导致或加速癌症的发展。我国也有一

情稳定后回到了家庭，回到了社区。了解这部分患

些临床癌症患者抑郁状况的调查Ｍ。１ ０｜，发现国内癌

者抑郁的流行情况，以及抑郁发生的影响因素，对进

症患者的抑郁状况比一般人群严重。癌症患者经常

一步探索抑郁的发生机制以及如何对其进行干预，

发生抑郁，抑郁对癌症的预后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提高出院后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期将具有重

会使患者的生存时间缩短１０％～２０％，抑郁可以作

要的意义。

为癌症进展和死亡的预测指标。采取适当的干预措

作者单位：２００３３６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肿瘤防治科（郑莹、
吴春晓、鲍萍萍、卢伟）；上海市长征医院肿瘤科（王杰军、邹建军）
通讯作者：卢伟，Ｅｍａｉｌ：ｗｅｉｂｏ＠ｓｃｄｃ．ｓｈ．ｃｎ

资料与方法
１．调查对象：上海全市共１９个区县，采用整群
抽样的方法，先简单随机抽取７个区县，再从抽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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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中的每个社区简单随机抽取一个里委或居民

因素。采用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逐步回归法拟合抑郁发生

村，调查其中所有符合下列要求的具有上海市户籍

与相关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模型，纳入标准为０．０５，

的癌症现患病例（包括所有恶性肿瘤和中枢神经系

移除标准为０．１０。

统良性肿瘤，后者因对人体的危害较大，国际上习惯

结

果

将其等同于恶性肿瘤处理）。研究对象的纳入标准
为：有病理学或细胞学诊断依据（不受癌症类型限

１．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及其代表性：２００４年底

制）；年龄１８～８０岁；既往无精神病史；预计生存３

上海市癌症病例数据库中符合本次调查对象标准的

个月以上；体能评分ＫＰＳ≥６０分。

现患病例，女性占５６．０５％，男性占４３．９５％；前四位

由于上海市实行覆盖全部户籍人口的肿瘤登记

常见癌别中乳腺癌占１６．８８％，大肠癌占１５．８９％，胃

报告和现患病例随访管理制度，建立了全市的癌症

癌占１１．４９％，肺癌占７．３１％；年龄分布１８～４９岁组

病例数据库，所以调查对象都是根据上述纳入标准

占３０．６０％，５０～５９岁组占２２．９４％，６０～６９岁组占

在数据库中选取。符合要求的调查对象共７９６７例，

２３．６６％，７０～８０岁组占２２．８０％。符合本次调查的

自愿合作签署知情同意书完成调查表并经审核合格

对象共计７９６７例，其性别与常见瘤别构成与前者的

的有６６９４份，回收合格率为８４．０２％。

情况基本一致（性别Ｙ２＝１．９８，Ｐ＝０．１５９；常见瘤别

２．ｚｕｎｇ量表：采用Ｚｕｎｇ量表即ｓＤｓ抑郁自评

Ｙ２＝０．４２，Ｐ＝０．９３５），年龄构成有所不同（ｘ２＝

量表判定是否存在抑郁。Ｚｕｎｇ量表为一短程自评

３４．２４，Ｐ＝０．０００），中老年人比例稍高。实际收回

量表，不受文化程度、智力水平、年龄、性别和经济状

调查表且调查质量合格的对象共６６９４例，占全市现

况的影响，国外有大量临床应用和流行病学筛检应

患病例总数的４．９６％，性别与常见瘤别构成与其比

用的实例¨２ １５１，是国际公认的筛选抑郁患者的简便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中女性３６８６例（５５．０６％），

方法，并且能判断抑郁的严重程度，适合非精神专业

男性３００８例（４４．９４％），Ｙ２＝０．７８，Ｐ＝０．３７８；乳腺

医院发现抑郁患者。该表由２０个条目组成，按１～４

癌１１８０例（１６．８８％），大肠癌１１４２例（１５．８９％），胃

级评分，按照我国常模结果，ｚｕｎｇ量表总分的临界

癌８２１例（１１．４９％），肺癌５１８例（７．３１％），Ｙ２＝

值为４２分¨６Ｉ。本研究中对于得分≥４２分者，判定

０．３５，Ｐ＝０．９５１。平均年龄为５９．９３岁（９５％ａ：

为发生抑郁。

５９．６３～６０．２３），平均诊断时间为６．８９年（９５％ＣＩ：

３．一般状况调查表：本调查的内容包括调查对

６．７７～７．０２）。其中５０岁以下人群的调查成功比例

象的个体特征、行为因素（如吸烟、饮酒、体育锻炼

较少，回收合格率仅７４．９３％，进一步加大了调查对

等）、与癌症相关的疾病状况（如瘤别、诊断时间、治

象与实际现患病例年龄分布的差异［１８～４９岁组

疗、疼痛、体能评分ＫＰＳ等），以及生活质量、对疾病

１５３９例（２２．９９％），５０～５９岁组１６０２例（２２．９９％），

的知情情况等。其中疼痛等级判定使用ＶＡＳ评分

６０～６９岁１６２８例（２４．３２％），７０～８０岁１９２５例

法，分０～１０分１１个等级，０代表不痛，数字越大代

（２８．７６％），ｘ２＝１７９．９６，Ｐ＝０．０００］。

表疼痛程度越高，１０是患者想象中最严重的疼痛。

２．抑郁发生比例的流行病学分布和单因素分

体能评分采用ＫＰＳ即卡氏（Ｋａｒｎｏｆｓｋｙ）评分法，分

析：在６６９４例被调查者中，抑郁发生比例为２４．７４％

０～１００分，６０分以上为生活基本能够自理。

（９５％ａ：２３．７１％～２５．７９％）。对主要调查因素进

４．质量控制：参与此次调查的调查员均为具有

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抑郁发生比例在性别、年

大专以上学历的社区医生，经过统一培训后一律入

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经济收入、医疗费来

户进行调查。为保证调查数据的真实性，本研究以

源、所患瘤别、体育锻炼、是否仍在工作和学习、对病

调查员为单位，按１０％的比例对调查表进行了整群

情的了解和吸烟及饮酒各水平之间的分布差异均无

抽样复核。

统计学意义（限于篇幅，具体表格未列出），而在居住

５．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

３．０软件建立数据

地点、职业、生存期、诊断时期别、肿瘤转移、治疗状

库，所有数据两次录入。按照各项问题的内在逻辑

况、体能评分ＫＰＳ、疼痛ＶＡｓ评分各水平之间的分

关系对数据进行审核。采用ｓＰＳＳ １０．０软件统计分

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１）。

Ｄａｔａ

析，显著性标准ｄ＝０．０５。描述抑郁发生比例在不同

３．抑郁发生比例的多因素分析：在多因素分析

特征人群中的分布，采用单因素分析探讨潜在危险

中根据单因素分析的结果，对主要因素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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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共分析了２０个调查因素（表２），通过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逐

上海市社区癌症患者抑郁影响因素的
数据分类和量化

步回归分析，最后纳入回归方程的因素有６个，都是
影响因素

与疾病状况有关的因素（表３）。回归模型经统计学

分类和量化

性别

０＝女性；１＝男性

检验有统计学意义（Ｙ２＝６２５．４９５，Ｐ＝０．０００），符合

年龄（岁）

连续

率为７７．１０％。

居住地点

０＝市区；ｌ＝郊区

受教育程度“

０＝文盲；１＝小学；２＝初中；３＝高中；４＝
大专及以上

职业４

０＝待业、无业；１＝职员、管理人员；２＝工人、
驾驶员、保安；３＝农民；４＝文教医技人员

表ｌ

Ｅ海市社区癌症患者抑郁发生比例
主要影响因素的流行病学分布

家庭经济收入（元／月）“０＝＜５００；ｌ＝５００～；２＝１５００～；３＝≥
３０００

婚姻状况“

０＝丧偶；１＝离异；２＝未婚；３＝已婚

医疗费来源“

０＝自费；１＝公费；２＝医保；３＝合作医疗

瘤别４

Ｏ＝口腔；１＝鼻咽；２＝食管；３＝胃；４＝大
肠；５＝肝；６＝其他消化系统；７＝肺；８＝其
他呼吸系统；９＝骨、软骨、结缔组织；１０＝皮
肤（包括黑色素瘤）；１１＝乳腺；１２＝子宫体；
１３＝卵巢；１４＝其他女性生殖系统；１５＝男
性生殖系统；１６＝肾、肾盂；１７＝膀胱；１８＝
脑、神经系统；１９＝甲状腺；２０＝淋巴瘤、白
血病；２１＝其他和不明确部位

生存期（日）

连续

诊断时临床分期４

０＝早期；１＝中期；２＝晚期

肿瘤有否转移
治疗状况“

体能评分ＫＰＳ

０＝未转移；１＝转移
０＝未治疗；１＝一种疗法；２＝二种疗法；
３＝三疗并用（手术、化疗和放疗为三种基
本疗法）
连续

疼痛ｖＡｓ评分

连续

患者知情状况

０＝不了解；１＝有一定了解

体育锻炼

０＝无；１＝有

是否工作学习

Ｏ＝否；ｌ＝是

饮酒

０＝无；１＝有

吸烟

０＝无；１＝有

“０为隐含变量，其他各选项设为哑变量

表３

上海市社区癌症患者抑郁影响因素的
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逐步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生存期

ｐ

曲

一０．０３２

０．００６

一

一

诊断时临床分期
中

０

晚

Ｏ．２９１

肿瘤有否转移
治疗状况

响最大的是体能评分ＫＰＳ和疼痛ＶＡＳ评分。体能

０．０４２

３．２６９

０．０７１（１２２８～０．９８３）１．５３３

０．１５５

３．５２５

Ｏ．０６０（１．３３７～０ ９８７）１．８１２

０．１２３

４．３１１

１

一

一Ｏ．０６０

０

二种疗法

一０．２８１

０．１１１

三种疗法并用一０．６１５

Ｏ．１７９

疼痛Ⅵ峪评分
常量

—Ｏ．０４２

２９２（１．０１４～１ ６４５）０．０３８
—

０

０００

０．３０３

０．舛２（０．７６１～１．１６６）Ｏ

５８２

４２３

０．７５５（０．６０８～０．９３８）Ｏ

０１１

２３．３２１

一种疗法

体能评分ＫＰＳ

在纳入回归方程的６个变量中，对抑郁发生影

２５６

Ｐ值

０．９６９（Ｏ．９５７～０．９８１）０．０００

９．８３９

２０５ ０．１１３

Ｏ

Ｙ２值ｏＲ值（９５％ｃ』）
２３．８８２

１０９

６

１１．８０１

０

０．００３ １８５．８１９

Ｏ

９５９（０ ９５３～Ｏ．９６５）０．（Ｋ）０

１

２４３（１ １９５～１．２９４）０．０００

０．２１８ ０．０２０ １１５ ７５４
２．５７８ ０．２６５

讨

５４ｌ（０ ３８１～０．７６８）０．００１

１３．１７５

９４．３４３

Ｏ．０００

论

评分每增加１分，抑郁发生的危险就下降４．２０％；疼
痛评分每增加１分，抑郁发生的危险就上升

１．社区癌症现患病例抑郁状况：本次调查上海

２１．８０％。结果还提示生存期越长、采取的治疗方法

市社区癌症现患病例抑郁的发生比例为２４．７４％，低

越多有助于降低抑郁的发生比例，而诊断时临床分

于国内文献报道的临床治疗阶段患者的发生比例，

期越晚或肿瘤发生转移将导致抑郁的发生危险度

但明显要比一般人群高。由于新发肿瘤的瘤谱与现

增加。

患病例的瘤谱有很大区别ｍ１，两者的其他特征也有

·６０·

主堡煎堑疸堂壅查！！！！生！旦筮！！鲞箜！塑

垦！也』垦巫！！翌ｉ！！！』！！！！型！！！！！∑！！：；！！盟！：！

明显不同，本次调查的对象是回到社区的癌症患者，

的接受程度较好，通过社区医生的简单解释就能让

诊断时临床分期为早期的比例达８９．９６％，生存期较

患者自填，是社区肿瘤患者抑郁筛选的简便工具。

长，平均诊断时间（截止调查日期的生存期）达６．８９

且Ｚｕｎｇ量表对抑郁状况的测评既能定性又能定

年（９５％ＣＪ：６．７７～７。０２），体能评分高（ＫＰＳ＝

量，也能用于一段时间前后的比较，对下一步采取有

８４．７６，９５％ＣＪ：８４．５１～８５．０１）。研究表明这些因

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有较好的指导意义，因此建议在

素均为抑郁发生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其抑郁发生

有条件的社区中对社区医生进行相关培训，利用

比例比临床治疗阶段的患者低。本研究为横断面调

Ｚｕｎｇ量表开展肿瘤患者的抑郁干预工作。
（上海市闵行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黄俊医师，松江区疾病预防控

查，要全面评价这些患者的抑郁发生情况，还有待于
更多的研究来进一步掌握整个病程中抑郁症状发生
的次数、持续的时间以及其他特点。
２．对社区肿瘤患者服务的启示：医学模式已经

制中心朱美英医师和朱云医师，杨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陆永良医
师，长宁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白雪林医师，虹口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姚文医师，金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隋广德医师和静安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王英医师对本次调查有贡献）

参

由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
模式，现代医学技术和肿瘤治疗水平的提高使患者
的生存期普遍延长，患者经过临床治疗后将回到社

问题，成为患者本人和家庭以及社区医生所要面对
的主要问题。目前国内提出了一些癌症治疗的新观
念，特别是由社区卫生服务系统提供身心全面兼顾
的连续性全科医疗服务。医院与社区的“无缝隙治
疗”观念ｕ ８Ｉ，对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和延长生命有重
要的意义。

抑郁是癌症患者较常见的精神问题，还可能影
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期，因此，了解那些已从医
院回到社区生活的患者的抑郁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能够指导社区医务人员，提高随访水平，也能为临床
医生提供重要启示。根据本次研究结果估算，全上
海市大约有３．２５万癌症患者发生抑郁。调查中发现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ｒｅｓｓ甜ｐａｔｉ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ｌｉｎ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１９９０，Ｓ１ ｓｕｐｐｌ：Ｓ７２—７６

［３］Ｐａｓｃｏｅ Ｓ．Ｐｒｅｖａ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ＩｏｇｉｃａＩ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抑郁的发生至关重要，而在社区和家庭中对于那些
体能状况差（ＫＰＳ评分低）、有疼痛、中晚期、有转
移、未接受过治疗的患者应注意观察、及早发现抑郁
症状，重点给予心理支持和医疗照顾等干预措施。
比如，对于有癌痛的患者，应积极按照癌症三阶梯止
痛原则进行治疗，改善症状，减少疼痛。同时，由于
患者住院时其床位医生最了解其病情，对于即将离
开医院回社区的患者，应根据疾病特点给予有针对
性的康复指导，尤其是在心理支持方面，使其了解抑
郁发生的特点，采取相应措施减少抑郁发生，从而有
效提高生活质量。
本研究对应用Ｚｕｎｇ量表进行抑郁症状筛选也
积累了经验。Ｚｕｎｇ量表比较简单易操作，肿瘤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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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的发生与患者疾病本身关系最为密切，提示对
癌症的早期发现、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对于减少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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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家庭。恶性肿瘤不同于一般疾病，与痛苦和死
亡关系密切，很多患者的心理问题可能会取代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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