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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患者述情障碍与负性情绪的关系：侵袭性思维的中介作用
许荣，袁秀洪，唐秋萍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临床心理科，长沙 410013)

[摘要] 目的：探讨癌症患者述情障碍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并检验侵袭性思维在述情障碍与负性情绪之间的
作用。方法：采用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中文版、事件影响量表修订版、流行病调查中心用抑郁问卷、状态-特质焦虑
量表中的状态-焦虑分量表对115名癌症患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负性情绪与侵袭性思维及述情障碍各维度存在显
著正相关(r：0.251~0.600，P<0.01)，述情障碍总分及其辨别情感困难、描述情感困难因子分值与侵袭性思维呈低至中
度正相关(r：0.261~0.430，P<0.01)。述情障碍对负性情绪不仅具有直接效应，还可通过侵袭性思维间接作用于负性情
绪，侵袭性思维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0.71%。结论：侵袭性思维在述情障碍与负性情绪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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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ssociations of negative emotions with alexithymia and intrusive thoughts in
cancer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115 cancer patients were assessed by Impact of Event Scale-Revised, the 20item 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and the
state anxiety subscales of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Results: Negative emotion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lexithymia and the intrusive thoughts
(r 0.251 to 0.600, P<0.01). Intrusive thought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total score
of alexithymia, difficulty in identifying feelings, and difficulty in describing feelings (r 0.261 to
0.430, P<0.01). The relation between alexithymia and negative emotions was partially mediated by
intrusive thoughts, accounting for 40.71% of the alexithymia in total negative emo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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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Intrusive thoughts play a role, at least partially in mediation of alexithymia and
negative emo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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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是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但是近年来
癌症患者的存活率大大提高。2012年，癌症患者5年
生存者约有3 260万[1]。癌症患者不仅承受着严重的身
体伤害，还伴随着癌症带来的负性情绪，如焦虑、
抑郁、伤心、愤怒、内疚和恐惧[2]。癌症患者普遍存
在不同程度的述情障碍[3]，且其述情障碍与抑郁、焦
虑存在相关 [4-5]。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越高，患者
述情障碍的评分越高。
侵袭性思维(intrusive thoughts)是指关于应激事件
的重复和无意义的想法[6]。它是应激体验的认知加工
过程中的一部分，会影响个体对创伤或应激体验的
适应[7]。诊断为癌症或接受癌症的治疗对个体来讲都
是一个重大的心理应激和创伤的过程。研究[8-10]显示
癌症患者普遍存在侵袭性思维，且侵袭性思维是癌
症患者出现负性情绪的危险因素。
综合以上资料可以看出，述情障碍与负性情
绪的关系已经得到很多研究证实。但述情障碍通过
怎样的心理机制影响负性情绪仍不清楚。虽然目前
尚未有研究探讨述情障碍、侵袭性思维和负性情绪
三者之间的关系，但已知述情障碍和侵袭性思维均
与负性情绪存在相关，且有研究 [11] 显示低情绪表
达的癌症患者经历更多的因侵袭性思维导致的负性
情绪。而述情障碍者最突出的特点是情感辨别和情
感表达能力的欠缺。因而，我们推测在述情障碍与
负性情绪的关系中，侵袭性思维可能具有一定的作
用。本研究尝试在癌症患者中探讨侵袭性思维在述
情障碍与负性情绪关系中的作用，以期对癌症患者
述情障碍与负性情绪关系的心理机制有更好的理
解，为更有针对性地对癌症患者负性情绪的心理干
预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方便抽样法，选取2016年7月至12月在湖南
省长沙市某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肿瘤科住院的癌症患
者进行调查。纳入标准：1)经病理学确诊为癌症；2)
年龄在18岁以上；3)具有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能独
立或在研究者或亲属帮助下完成问卷调查；4)病情许
可，患者知情同意并自愿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1)
既往和目前有精神病性障碍、双相情感障碍、意识

障碍和认知障碍；2)病情不稳定，合并其他严重的躯
体疾病；3)不能合作。
1.2 工具
1.2.1 一般资料问卷
由研究者自行设计一般资料问卷调查表，其
中人口学特征包括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态、职
业；疾病特征包括从病例中提取的疾病类型。
1.2.2 事件影响量表修订版
事件影响量表(Impact of Event Scale-Revised，
IES-R)用于评估、预测应激事件对受害人的心理病
理影响，属于对特殊的生活事件的灾难性体验进行
评估的自陈式问卷。IES-R共有22个条目，包括3个
因子，即侵袭性思维、回避和高警觉，采用0~4级评
分，分数越高表明该事件的影响程度越深。研究 [12]
表明该量表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中只将侵
袭性思维因子纳入研究，该因子的Cronbach ’ s α 系数
为0.881。
1.2.3 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
多 伦 多 述 情 障 碍 量 表 ( t h e 2 0 - I t e m To r o n t o
Alexithymia Scale，TAS-20)用于评估患者的述情障碍
特征。该量表共有20个条目，包括3个因子，即情感
识别困难(difficulty identifying feelings，DIF)、情感描
述困难(difficulty describing feelings，DDF)和外向型思
维(externally-oriented thinking，EOT)。量表采用Likert
5级评分，1~5分代表很不同意~很同意，其中5个条
目反向评分，分数越高表明患者的述情障碍程度越
重。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且具有良好
的效度 [13]。在本研究中，TAS-20的Cronbach ’ s α 系数
为0.829。
1.2.4 负性情绪评估
许多癌症患者会出现负性情绪，如抑郁、焦
虑、内疚、恐惧等。本研究所指的负性情绪主要
包括抑郁和焦虑两种。本研究采用流行病调查中
心用抑郁问卷(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14]来评估患者的抑郁情绪。
CES-D共有20个条目，采用1~4级评分，其中4个条目
反向计分。各项得分之和即为量表总分，分数越高
说明抑郁症状越严重。CES-D得分<16分为无抑郁症
状，≥16分为有抑郁症状 [15]。在本研究中，该量表
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4。采用状态-特质焦虑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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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STAI)[16]中的状态焦虑量
表(State Anxiety Inventory，S-AI)来评估患者在应激条
件下的短期状态焦虑(紧张、恐惧等)。S-AI包括20个
条目，采用1~4级评分，评分越高说明焦虑越明显。
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6。
1.3 施测程序
获得科室负责人的同意后，患者在知情同意、
自愿参加的情况下，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当场
发放和回收问卷，使用统一指导语向患者说明填写
问卷的方法。要求患者独立完成问卷，但对自行填
写有困难的患者，可由研究者或亲属协助完成。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0.0统计软件录入数据，对人口学变
量和医学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使用Pearson相关分
析考察述情障碍、侵袭性思维、抑郁焦虑间的相关
性。使用Amos 17.0建立中介效应模型，采用最大似
然法(maximum likelihood)探讨因素间的关系。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 果
2.1 描述性分析
共发放问卷120份，回收有效问卷115份，回收
率为95.8%。问卷调查对象男47例(40.87%)，女68例
(59.13%)；年龄18~74(48.88±11.12)岁。调查涉及20余
种癌症，整理后分为乳腺癌25例(21.74%)，呼吸系统
癌38例(33.04%)，消化道癌21例(18.26%)，妇科系统
癌12例(10.44%)，其他癌19例(16.52%)。患者社会人
口学特征和医学特征见表1。
癌症患者述情障碍总分为55.37±10.97，其
中辨别情感困难(18.90±5.79)分，描述情感困难
(14.04 ± 3.89)分，外向型思维(22.43 ± 3.36)分；侵袭
性思维(13.08 ± 7.27)分；抑郁(21.83 ± 13.45)分，焦虑
(45.99±13.4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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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癌症患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和医学特征
Table 1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ancer
patients
特征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
18~44
45~59
≥60
文化程度
小学
中学或高中
大专
大学及以上
婚姻状态
未婚
已婚
离婚
疾病类型
乳腺癌
呼吸系统癌
消化道癌
妇科系统癌
其他
抑郁症状
无
有

n

构成比/%

47
68

40.87
59.13

28
67
20

24.35
58.26
17.39

16
66
26
7

13.91
57.39
22.61
6.09

5
109
1

4.35
94.78
0.87

25
38
21
12
19

21.74
33.04
18.26
10.44
16.52

43
72

37.39
62.61

2.2 述情障碍、侵袭性思维与抑郁、焦虑的相关关系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述情障碍总分及其3个因
子分值与焦虑、抑郁呈中度正相关(r：0.251~0.500，
均 P <0.01)；述情障碍总分及其情感识别困难和情
感描述困难，与工具介绍中的表述一致。因子分与
侵袭性思维呈低至中度正相关( r ：0.261~0.430，均
P<0.01)；侵袭性思维与焦虑、抑郁也呈中度正相关(r
分别为0.567和0.600，均P<0.01；表2)。

表 2 述情障碍、侵袭性思维与抑郁、焦虑的相关分析 (n=115)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alexithymia, intrusive thoughts and depression, anxiety (n=115)
因素
TAS-20总分
DIF
DDF
EOT
侵袭性思维
抑郁
焦虑

TAS-20总分
1
0.921**
0.884**
0.656**
0.350**
0.468**
0.446**

DIF

DDF

EOT

侵袭性思维

抑郁

1
0.771**
0.392**
0.430**
0.500**
0.443**

1
0.401**
0.261**
0.357**
0.333**

1
0.102
0.251**
0.307**

1
0.600**
0.567**

1
0.819**

DIF：情感识别困难；DDF：情感描述困难；EOT：外向型思维。*P<0.05，**P<0.01

焦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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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述情障碍、侵袭性思维对抑郁、焦虑的作用模型
根据已有文献资料及相关分析的结果，以述情
障碍为自变量，以侵袭性思维为中介变量，抑郁、
焦虑为因变量，建立假设模型。在具体操作中，依
据模型提供的修正指数对假设模型进行修正。中介
效应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如表3所示，模型结构及路
径系数见图1。

由图1可知，述情障碍能够显著地影响患者的侵
袭性思维( β =0.43)和抑郁、焦虑( β =0.32)，同时侵袭
性思维也能单独对抑郁、焦虑产生影响(β=0.51)。侵
袭性思维在述情障碍与抑郁、焦虑的中介效应值为
0.43×0.51=0.219，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0.71%。本研
究进行了2 000次Bootstrap检验，述情障碍对负性情绪
的间接效应路径系数95%的置信区间为0.122~0.340。

表 3 模型的拟合指数
Table 3 Fit index of the model
近似误差

拟合优度

塔克尔勒威

范式拟合

指标要求

均方根
<0.080

指数
>0.900

斯指数
>0.900

指数
>0.900

研究模型

0.076

0.967

0.971

0.967

模型

比较拟合

卡方自由度

>0.900

指数
>0.900

之比
1~3

0.987

0.986

1.656

增值拟合数

0.19
侵袭性思维
0.51**

0.43**

0.50
0.32**

述情障碍
0.98**
DIF
0.95

0.79**
DDF
0.62

0.41**
EOT
0.17

负性情绪
0.94**
抑郁
0.89

0.80**
焦虑
0.75

图 1 述情障碍、侵袭性思维与抑郁、焦虑的中介模型图
Figure 1 Mediating model of intrusive thoughts between alexithymia and negative emotions
**P<0.01

3讨 论
本研究采用量表评定法对115例癌症患者的述情
障碍、负性情绪及侵袭性思维进行了测评，主要有
3个方面的发现：1)述情障碍与负性情绪呈中度正相
关，侵袭性思维也与负性情绪呈中度正相关。这与
前人的研究[4-5, 9]结果基本相符。如Romoli等[4]对乳腺
癌患者的研究显示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与述情障
碍明显相关；Luminet等[5]对乳腺癌患者的研究也显示
焦虑与述情障碍呈显著正相关。Qian等[9]的研究发现
乳腺癌患者的侵袭性思维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另
有一项针对500多名癌症患者的研究[10]发现：诊断时
的侵袭性思维可以预测6个月后的焦虑、抑郁水平，

侵袭性思维出现的频率越高，患者越易出现焦虑、
抑郁症状。2)本研究发现癌症患者的述情障碍与侵
袭性思维呈中度正相关，特别是其中的DIF和DDF。
文献中鲜见到针对癌症患者的述情障碍和侵袭性思
维之间关系的报道，但Park等[17]针对创伤后应激障碍
者的研究有类似的发现。3)在癌症患者述情障碍与
负性情绪的关系中，侵袭性思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
用。一方面，述情障碍对负性情绪有直接效应；另
一方面，述情障碍通过侵袭性思维对负性情绪有间
接效应。虽然在癌症患者中尚未见到述情障碍、侵
袭性思维及负性情绪三者之间关系的探讨，但述情
障碍患者缺乏辨别和描述情感的能力，这将不利于
他们直接面对创伤，从而使同化或适应过程不能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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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进行，这就导致与创伤性事件相关的情绪无法得
到有效整合，侵袭性思维也会随之增加[7]。而侵袭性
思维的增加又进一步导致他们难以从癌症事件中获
得积极意义，因而更容易产生抑郁、焦虑等负性情
绪 [18]。相反，情绪表达有助于个体对癌症这一应激
源再次进行处理，并整合相关的应激体验，从而使
侵袭性思维减少，负性情绪也随之减少。
癌症作为负性的生活应激源，疾病诊断本身以
及术后的化疗、放疗过程都会给个体烙下深刻的记
忆，而个体想要彻底忘记与疾病有关的内容非常困
难，长期不良事件对精神及情绪的影响会给患者造
成焦虑抑郁的氛围。本研究结果提示临床工作人员
除了采用认知行为疗法[19](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等常规干预方法，或针对述情障碍的干预方
法，如书写表达干预[20](expressive writing intervention，
EWT)，来降低癌症患者负性情绪外，还可以采用针
对减少侵袭性思维的干预方法，如压力管理干预 [21]
(stress management intervention)等，使应激反应过程能
够更顺利地进行，从而减少患者的负性情绪。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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