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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尼埃病患者术后焦虑分析及其与生活质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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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广州 510515)

[摘要] 目的：探讨梅尼埃病患者手术治疗后的焦虑及其与生活质量的关系。方法：2010年至2016年间收治住院
行内淋巴囊减压手术的68例梅尼埃病患者(梅尼埃病组)，通过邮寄方式开展焦虑自评量表、梅尼埃病内淋巴囊减压
术生活质量调查问卷的回顾性随访调查。按术前病程、术后随访时间、临床分期、内淋巴囊减压术后生活质量有无
改善等指标，将梅尼埃病患者进行分组，分别进行焦虑分析。另选109例性别、年龄相匹配，因耳鼻咽喉方面其他
疾病接受手术的患者，填写焦虑量表作为对照组，与梅尼埃病组进行焦虑比较。结果：术前病程小于1年组、1~5年
组、大于5年组的梅尼埃病患者术后焦虑程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术后随访时间小于24个月组和大于或
等于24个月组的梅尼埃病患者术后焦虑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临床分期组的梅尼埃病患者术后焦虑程
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梅尼埃病患者术后生活质量有改善组和无改善组间焦虑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梅尼埃病组与对照组相比，焦虑更普遍、更严重(P<0.01)。结论：梅尼埃病患者术后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焦
虑，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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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ostoperative anxiet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life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Ménière’s diseases.
Methods: A total of 68 patients with Ménière’s disease, who received the treatment of
endolymphatic sac decompression from 2010 to 2016, were enrolled. They finished two scales (the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 for endolymphatic sac decom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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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énière’s disease) by snail mail.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groups based on
their preoperative course, postoperative follow-up time, clinic stage and quality of life after
endolymphatic sac decompression surgery, and their anxiety was analyzed. In addition, 109 gender
and age-matched patients with other diseases of otorhinolaryngology serv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ir anxiety was also analyz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postoperative anxiety among the patients with
preoperative course for less than 1 year, 1 to 5 years or more than 5 years (all P>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duration of follow-up (P>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patients with the different clinic stages (all P>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patients with the improved life or non-improved life after surgery
(P>0.05). The degree of the anxiety in the Ménière’s group was more severe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1).
Conclusion: It needs to keep in mind that a certain degree of postoperative anxiety still keeps in
patients with Ménière’s disease.
KE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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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尼埃病是常见的耳源性眩晕疾病，其主要临
床症状表现为反复发作性眩晕、波动性听力下降，
伴耳鸣、耳闷胀感 ，每次眩晕发作持续20 min至12 h
不等 [1-2]，疑诊梅尼埃病可以把眩晕发作时间延长到
24 h，对患者的生活工作造成了极大困扰。同时梅尼
埃病也是一种慢性病，不定期的眩晕发作对患者的
心理造成极大负担。患者可能比其他人遭受着更多
的焦虑、抑郁、恐惧等不良情绪的困扰，而不良的
心理状态又会反过来加重眩晕的反复发生。
但以往众多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未经治疗的梅
尼埃病患者或只经保守治疗的门诊患者，而对接受
了外科治疗的梅尼埃病患者的情绪状况了解不多。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梅尼埃病患者的术后焦虑状况及
其相关因素进行分析，探讨术后生活质量改善情
况与焦虑间是否存在关系，从而更加全面地了解梅
尼埃病患者术后的心理特征，帮助他们更好地控制
疾病。

1 对象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2010年至2016年间收治住院的行内淋巴囊减压
手术的梅尼埃病患者共68例，其中女43例，男25例，
年龄(54.0 ± 12.1)岁。于2015年至2016年集中进行随
访。采用邮寄问卷，自行填写后寄回的方式。获得
焦虑自评量表SAS-20 [3] 、梅尼埃病内淋巴囊减压术
生活质量调查问卷 [4-5]的得分。返回有效焦虑问卷68
份，有效生活质量问卷56份。
另选109例性别、年龄相匹配，因患耳鼻喉其他

疾病而接受手术的患者作为对照组。其中，中耳炎
12例，耳廓良性肿物及耳前瘘管6例，鼻窦炎20例，
鼻中隔偏曲6例，甲状腺肿物14例，腮腺肿物3例，颈
部肿物5例，慢性扁桃体炎9例，会厌囊肿7例，鼾症9
例，声带息肉18例。同样采取邮寄方式，自行填写后
寄回。获得焦虑自评量表SAS-20[3]的得分，返回有效
焦虑问卷109份。
1.2 随访指标
1.2.1 焦虑程度
焦虑自评量表SAS-20是由Zung于1965年编制而
成，能全面、准确、迅速地反映被试者焦虑状态的
有关症状及其严重程度和变化。共20个条目，每个
条目有4个选项：A为没有或很少时间；B为小部分时
间；C为相当多时间；D为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被
测评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选择。20个条目
中有l5项是用负性词陈述的，按上述l~4顺序评分。
其余5项(第5，9，13，17，19条目)是用正性词陈述
的，按4~1顺序反向计分。主要统计指标为总分。把
20题的得分相加为粗分，粗分乘以1.25，四舍五入取
整数，即得到标准分。50~59分为轻度焦虑，60~69分
为中度焦虑，70分以上为重度焦虑。
1.2.2 梅尼埃病患者内淋巴囊减压术的术前、术后生
活质量得分变化
调查问卷生活质量得分是填写“梅尼埃病内淋
巴囊减压术生活质量调查问卷”而得，此问卷是2006
年刘兆华等[6]自行设计并验证的一种新型有效的评估
工具。共 40个问题， 其中包括38个配对问题和 2道描
述题。38个配对问题中每两题为一对，分别针对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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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和术后。每一问题的分值分为5个等级，分别是严
重、较重、中等、较轻、无，得分按相应的程度分
别记为0~4分，0分最差，4分最好。术前可能得分的
最大值即为76分。手术前生活质量得分=手术前问题
得分的总和/手术前得分可能的最大值×100。同理，
手术后生活质量得分=手术后问题得分的总和/手术
后得分可能的最大值 × 100。计算出术前、术后生活
质量得分的变化(术前、术后生活质量得分的变化=手
术前得分–手术后得分)。
1.3 梅尼埃病患者分组比较
1.3.1 梅尼埃病患者按术前病程的分组比较
按术前病程长短，将患者分为小于1年组、1~5
年组、大于5年组，比较术前病程长短不同的患者术
后焦虑程度有无明显差异。
1.3.2 梅尼埃病患者按术后随访时间的分组比较
按术后随访时间将患者分为小于24个月组和大
于或等于24个月组，比较术后随访时间不同的患者术
后焦虑程度有无明显差异。
1.3.3 梅尼埃病患者按临床分期的分组比较
按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颁布的
《梅尼埃病诊断及治疗指南(2017)》，以及梅尼埃病
患者最近6个月内间歇期听力最差时0.5，1.0及2.0 kHz
纯音的平均听阈进行临床分期。1期：平均听阈≤25
dBHL；2期：平均听阈为26~40 dBHL；3期：平均听
阈为41~70 dBHL；4期：平均听阈>70 dBHL。比较不
同临床分期的患者术后焦虑程度有无明显差异。
1.3.4 梅尼埃病患者按内淋巴囊减压术生活质量改善
有无的分组比较
纳入研究的梅尼埃病患者中，完成内淋巴囊减
压术生活质量调查问卷评分量表的有56位。其中48位

(85.7%)术后得分低于术前得分，显示生活质量有改
善；3位(5.3%)术后得分刚好等于术前得分，显示生
活质量无变化；5位(8.9%)术后得分高于术前得分，
显示生活质量有下降。无变化的和有下降的患者均
纳入术后生活质量无改善组。比较内淋巴囊减压术
后生活质量有改善组和无改善组患者术后焦虑程度
有无明显差异。
1.4 梅尼埃病组与对照组术后焦虑程度比较
比较68例梅尼埃病组患者与109例对照组患者术
后焦虑程度有无明显差异。
1.5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整理分析，计数资
料用n(%)表示，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
两组等级资料间的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非参数检
验，多组等级资料间的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 H非参
数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 果
2.1 术前病程长短不同的患者术后焦虑程度
病程小于1年组、1~5年组、大于5年组经KruskalWallis H非参数检验，显示术前病程长短不同的患者
术后焦虑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0.544，P>0.05；
表1)。
2.2 不同术后随访时间患者术后焦虑程度
随访时间小于24个月组和大于或等于24个月组
经Wilcoxon秩和检验，显示不同术后随访时间的患者
术后焦虑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2)。

表1 术前病程长短不同的各组术后焦虑程度
Table 1 Postoperative anxiety in the sub-groups of diﬀerent preoperative course
组别

n

无焦虑/[例(%)]

轻度焦虑/[例(%)]

中度焦虑/[例(%)]

<1年组

22

16(72.7)

4(18.2)

2(9.1)

0(0)

22(100)

1~5年组

21

14(66.7)

3(14.3)

1(4.8)

3(14.3)

21(100)

>5年组

25

16(64.0)

6(24.0)

3(12.0)

0(0)

25(100)

重度焦虑/[例(%)]

合计/[例(%)]

表2 不同术后随访时间组术后焦虑程度
Table 2 Postoperative anxiety in the sub-groups of diﬀerent postoperative follow-up time
组别

n

无焦虑/[例(%)]

轻度焦虑/[例(%)]

中度焦虑/[例(%)]

重度焦虑/[例(%)]

合计/[例(%)]

<24月组

42

27(64.3)

9(21.4)

4(9.5)

2(4.8)

42(100)

≥24月组

26

19(73.1)

4(15.4)

2(7.7)

1(3.8)

2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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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不同临床分期的患者术后焦虑程度
不同临床分期的4组经Kruskal-Wallis H 非参数
检验，显示患者术后焦虑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1.428，P>0.05；表3)。

善组经非参数检验，显示生活质量有改善组和无改
善组之间术后焦虑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表4)。
2.5 梅尼埃病组与对照组术后焦虑程度
经非参数检验，显示梅尼埃病组术后依然存在
不同程度的焦虑。与对照组相比，焦虑更普遍、更
严重(P<0.01，表5)。

2.4 内淋巴囊减压术后生活质量改善不同组术后焦虑
程度
内淋巴囊减压术后生活质量有改善组和无改

表3 不同临床分期组术后焦虑程度比较
Table 3 Postoperative anxiety in the sub-groups of diﬀerent clinic stage
n

组别

无焦虑/[例(%)] 轻度焦虑/[例(%)]

中度焦虑/[例(%)] 重度焦虑/[例(%)] 合计/[例(%)]

1期组

5

3(60.0)

1(20.0)

1(20.0)

0(0)

5(100.0)

2期组

11

8(72.7)

2(18.2)

1(9.1)

0(0)

11(100.0)

3期组

43

31(72.1)

5(11.6)

4(9.3)

3(7.0)

43(100.0)

4期组

9

4(44.4)

5(55.6)

0(0)

0(0)

9(100.0)

表4 内淋巴囊减压术后生活质量有改善组和无改善组术后焦虑程度
Table 4 Postoperative anxiety between the improved life sub-group and the non-improved life sub-group
组别

n

无焦虑/[例(%)]

轻度焦虑/[例(%)]

中度焦虑/[例(%)]

重度焦虑/[例(%)]

合计/[例(%)]

有改善组

48

34(70.8)

9(18.8)

4(8.3)

1(2.1)

48(100.0)

无改善组

8

5(62.5)

2(25.0)

0(0)

1(12.5)

8(100.0)

表5 梅尼埃病组和对照组术后焦虑程度
Table 5 Postoperative anxiety between the Ménière’s disease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组别
梅尼埃病组
对照组

n

无焦虑/[例(%)]

轻度焦虑/[例(%)] 中度焦虑/[例(%)] 重度焦虑/[例(%)]

68

46(58.2)

13(16.5)

6(7.6)

3(3.8)

109

104(95.4)

4(3.7)

1(0.9)

0(0)

3讨 论
焦虑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每个人一
生中可能发生无数次。它让个体感到不自在、不舒
服，并伴随出现生理改变和智力变化。在精神病
学上，焦虑这种不良情绪在疾病的发生、发展方面
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焦虑可使体内活性物质的
水平和活性发生变化，如去甲肾上腺素和垂体加压
素增多，肾上腺皮质激素血小板的活性增高。这些
内分泌的改变会引起血液中红细胞聚集、微血管收
缩、血液黏滞性增高、血流减少 [6] 。这一过程如果
发生在内耳，则可能导致内耳供血障碍，而出现突

合计/[例(%)]
68(100.0)
109(100.0)

P
<0.01

发性耳聋、耳鸣、梅尼埃病、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
晕等。
梅尼埃病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焦虑等不良心理情
绪，显示出神经过敏症和高焦虑状态，早在1950年
代就观察到这一现象[7]。2015年Yuan等[8]发现梅尼埃
病和前庭性偏头痛患者的焦虑等不良情绪的状况，
比耳石症和前庭神经炎的患者更严重。2017年日本
学者[9]报道前庭神经切断术后，梅尼埃病患者眩晕问
卷得分和焦虑问卷得分都呈相关性下降。分析认为
前庭症状促使焦虑出现，眩晕发作的不可预见性、
不可确定性更加剧了患者的焦虑 [10] 。而不良心理
情绪的持续存在又反过来加重前庭症状，呈恶性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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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11]。情绪系统和前庭系统在中枢层面有着复杂的
传导联系，如前庭-臂旁核网络、脑皮层网络、中缝
核前庭网络等[12]。前庭外周损伤时中枢5-羟色胺转运
体、多巴胺- β -羟化酶、酪氨酸羟化酶、色氨酸羟化
酶多种蛋白酶的表达发生变化，为焦虑等不良情绪
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13]。而且，梅尼埃病患者在
眩晕发作期间或频繁发作期间其外周血中，与应激
相关的基因mRNA表达明显变化，与反复接受温度试
验的健康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4]。
目前，研究梅尼埃病焦虑状况的对象主要集
中在未经治疗的梅尼埃病患者，或经保守治疗的患
者。而本文研究的是接受了手术治疗的梅尼埃病患
者。采用的量表是内淋巴囊减压术生活质量调查问
卷[4-5]和焦虑自评量表SAS-20[3]。在这些患者中，大部
分患者在手术治疗后都获得了明显受益。术后生活
质量比术前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85.7%)，这符合
国内文献[4-5, 15]报道的内淋巴囊减压术对眩晕改善
的情况。手术治疗减轻了眩晕发作的程度、减少了
发作次数，改善了因为眩晕引起的情绪因素，从一
定程度上阻断了恶性循环的发生。但32.3%的梅尼埃
病患者术后依然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且焦虑程度
高于疾病对照者(4.6%)。
借鉴参考文献[5]，作者根据患者术前病程长短
进行分组，比较3组间术后焦虑程度的差异，结果显
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虽然文献[16]显示眩晕的发作
次数越多，焦虑的发生率越高。但梅尼埃病的发病
特点是眩晕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反复发作很多次，也
可能间隔很长时间才发作1次。病程的长短并不跟眩
晕发作次数呈正比。再则病程较长者可能已经多次
就医，对疾病有了较多的认识，焦虑的程度并没有
继续增加。
同样借鉴参考文献[5]，作者按术后随访时间
将患者分组，比较两组间焦虑程度的差异，结果显

应和接受；也可能听力下降对患者造成的心理负担
被更加影响生活质量的眩晕症状所掩盖。眩晕的发
作才与患者的焦虑情绪密切相关。
本研究纳入的疾病对照组选取了少量的中耳炎
患者，大部分是鼻、咽喉、头颈手术的患者，这是
因为对于耳鼻咽喉科医生来说不仅要关注耳部疾病
患者的心理问题，也要关注鼻、咽喉、头颈患者的
心理问题 [17]。结合近几年的社会报道及临床工作观
察，鼻部疾病患者的心理问题不亚于其他的咽喉和
头颈患者 [18]。另外，梅尼埃病是良性疾病，因此疾
病对照里没有纳入恶性肿瘤的患者。从本文的研究
结果来看，对照组中焦虑情绪主要集中在轻度，而
梅尼埃病患者术后的中度(8%)和重度(5.7%)焦虑情绪
也不少见。
综上所述，本文分析了经手术治疗后的梅尼埃
病患者，发现即使接受了手术治疗，即使生活质量
明显改善，患者在情绪方面仍可能比耳鼻咽喉科其
他疾病患者存在更多的焦虑倾向。可能原因在于患
者仍存在对眩晕发作不确定性的恐惧 [12]。术后仍易
受其他外界不良刺激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焦虑情绪发
生，继而增加眩晕、头晕发生的可能。这一点与文
献[19]报道是一致的。梅尼埃病患者术后依然需要长
时间的心理关怀及适当的药物辅助，以减少焦虑情
绪的发生，从而更有利于疾病控制。另外，本文缺
少对梅尼埃病患者术前的焦虑评估，这与本文是回
顾性分析有关。在今后的临床工作中，将开展前瞻性
研究，来更好地动态了解梅尼埃病患者的焦虑状况。

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患者随着术后眩晕的改
善，病情趋于稳定，焦虑程度随时间推移没有明显
变化。虽然术后时间越长，生活的各种不良刺激会
随机影响焦虑的情况，但是术后时间小于24个月的患
者，这种随机影响也同样存在。这也反过来说明随
访时间的长短不影响焦虑情况的研究。
临床上，是以梅尼埃病患者半年内间歇期最差
时的平均听阈来进行分期的。本研究将不同临床分
期的梅尼埃病患者的术后焦虑程度进行了比较，发
现不同分期的梅尼埃病患者的术后焦虑程度并没有
明显差异，说明患者听力下降的程度与焦虑严重程
度可能没有直接关系；也可能听力的波动性给患者
造成了病情改善的假象而使患者心情得到了暂时的
舒缓；或者缓慢进行性的听力下降更易于被患者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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