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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带Ⅱ·
３７例股骨头坏死患者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李会秋武亮

贾忠萍张雪芬胜利

【关键词】股骨头坏死；症状自评量表；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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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主要异常因子分布显示：ＳＣＬ一９０各因子
分≥３分检出率为２．７０％一１８．９２％，依次为强迫（１８．９２％），人
际关系敏感、焦虑、抑郁（１３．５１％），躯体化、偏执、敌对
（１０．８１％），恐怖（５．４１％），精神病性（２．７０％）。１０例患者中至

少有１个以上因子分≥３分，检出率为２７．０３％。３７例患者主
要心理问题为感到自己精力下降活动减慢、腰痛、易烦躁激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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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肌肉酸痛，分别占８６．５％、８６．５％、８１．１％和８１．１％。
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组股骨头坏死患者中３０岁以上

股骨头坏死病程长、致残率高，给患者带来心理及经济

组各项因子得分最高，心理健康水平最低，可能由于该年龄

负担，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本研究应用症状自评量表

段人群处于事业、家庭责任最繁重阶段，易造成心理压力。

（ＳＣＬ一９０）ｎ１对北京某医院收治的３７名股骨头坏死患者进行

而５０岁以上人群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偏执、

心理健康调查，为开展针对性的心理健康干预提供参考。

精神病性６个因子得分最低，心理健康水平较其他３个年龄

１．对象与方法：调查对象选自２０１０年１—１２月在北京某

组高，是由于年龄高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经验具有一定的

医院治疗的３７例股骨头坏死患者。调查采用ＳＣＬ一９０，并由

抗压能力。随着社会发展和医学模式的转变，患者主观感受

研究者发放问卷，缺失内容及时令被调查者补填后回收，有

和通过医疗干预提高其生活质量日益受到重视。本研究结

效回收率为１００％。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软件，并与全

果对股骨头坏死患者开展心理健康干预有帮助。

国常模比对∞１，Ｐ＜Ｏ．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结果与分析：３７例患者年龄２３～５９岁，其中＜３０岁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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