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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环境和社会政治变革的背景下，所

有国家的精神障碍引起的疾病负担都在增加[1]。我

国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也再次印证了上述问题的发

展趋势，即精神障碍发病率激增，疾病负担面对严峻

挑战 [2]。作为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抑郁症病程迁

延、易复发、严重影响患者社会功能。尽管抑郁症

的治疗在不断的走向深入和完善，但患者即便在临

床痊愈后，也存在高复发的风险。患者在急性期治

疗后，仍有相当多的残留症状，残留症状的存在增加

了疾病复发的风险，导致病情慢性化，持续影响患者

的社会功能，加重疾病负担[3]。

既往研究发现，患者对疾病的认知和信念能够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疾病治疗和预后 [4-6]。自我调节

的常识模型（Common Sense Model，CSM）认为，个体

对疾病的认知表征可以影响其评价和管理疾病的方

式[7]。不同的疾病认知差异对患者适应疾病的程度

有不同的影响，这种差异会导致人们感受到的痛苦、

自我管理行为和健康结果有所不同。有研究指出，

个体对精神疾病的表征与其精神疾病的临床表现与

康复呈相关关系，那些认为精神疾病不可控、认为精

神疾病具有严重负面后果、对自己患病具有负面情

绪的患者，会有更差的临床表现和康复结果[8]。

根据CSM理论，抑郁症患者对抑郁的消极认知

可能对患者的希望水平、应对方式和自我护理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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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depression patients’illness perception on self-care, hope, coping style
and its mechanism. Methods: 291 depression patients were administered by brief illness perception questionnaire (B-
IPQ), medical coping method questionnaire (MCMQ), Herth hope index (HHI) and Chinese version of the appraisal of self-
care agency scale-revised (ASAS-R-C). Results: (1)The hope of depression patients were at a medium low level, and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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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自我管理资源有负向影响，不同的疾病认知水

平可能会导致抑郁症患者采用不同的自我管理策略

来应对疾病。同时，有研究显示，对于康复无希望的

慢性疾病患者可能更倾向于屈服的应对方式，而屈

服会增加患者心理负担，容易使患者对疾病治疗失

去信心，甚至放弃治疗[9]。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

设：（1）抑郁症患者的消极疾病认知能负向预测其自

我护理能力。（2）抑郁症患者的消极疾病认知能够预

测其应对方式，具体而言，抑郁症患者的消极疾病认

知可以正向预测其回避应对与屈服应对，负向预测

其面对应对。（3）希望和应对方式在抑郁症患者疾病

认知与自我护理能力之间起中介作用。

1 方 法

1.1 被试

本研究选取秦皇岛、唐山两市的三家精神专科

医院和秦皇岛市中医院心理科就诊的291名抑郁症

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被试 119名，女性被试

172名。纳入标准：1）符合《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

（第二版）》[10]中关于抑郁症的临床诊断标准；2）年龄

在18-65周岁；3）具有一定的文字阅读和理解能力；

4）无严重躯体疾患和精神症状。排除标准：器质性

障碍所致抑郁发作、精神活性物质所致抑郁发作、物

质滥用患者、处于躁狂发作期的双向障碍患者以及

病情不稳定的患者。所有患者都被告知相关利益信

息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工具

1.2.1 疾病认知 采用Broadbent等人编制，孙伟铭

等人翻译并修订的简易版疾病认知问卷（Brief Ill⁃
ness Perception Questionnaire, B-IPQ）测量患者对抑

郁症的消极认知[11]。该问卷共包括9个条目，前8个
条目均采用0～10级的11点计分。累加前8个条目

得分即为问卷总分。第 9个条目为开放性问题，由

被试写出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三个致病因素。B-IPQ
的总分越高意味着患者认为疾病对其造成的危害越

严重，个人或医疗手段对疾病的控制越差。本研究

中B-IPQ的合成信度为0.723。
1.2.2 应对方式 采用 Feifel等人编制，沈晓红和

姜乾金翻译并修订的医学应对方式问卷（Medical
Coping Method Questionnaire, MCMQ）测量患者对疾

病的应对方式[12]。该问卷包含 20个条目，采用 4点
计分。问卷分为面对、回避和屈服三个维度，得分越

高表明患者越倾向于采取该维度的方式应对疾病。

本研究中，三个维度的合成信度分别为 0.731、

0.767、0.771。
1.2.3 希望 采用Herth编制，赵海平翻译的Herth
希望量表（Herth Hope Index，HHI）测量患者的希望

水平[13]。该量表包含12个条目，采用4点计分，分为

对未来的积极态度、采取积极行动、与他人保持亲密

关系三个维度，总分越高代表个体的希望水平越

高。本研究中总量表的合成信度为0.838。
1.2.4 自我护理能力 采用 Sousa等人编制，刘延

锦等人翻译并修订的中文版自我护理能力评估量表

（Chinese Version of the Appraisal of Self-care Agency
Scale-revised, ASAS-R-C）测量患者的自我护理能

力[14]。该量表包含15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分为一

般性自我护理能力、发展性自我护理能力、健康欠佳

时的自我护理能力三个维度，总分越高代表个体的

自我护理能力越强。本研究中总问卷的合成信度为

0.898。
1.3 施测和数据处理

问卷施测工作从2019年10月14日开始至2020
年1月20日结束。采用R 3.6.0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对所有项目进行未旋

转的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共有14个特征根大于

1的因子，第一个因子解释了总变异的23.43%，小于

40%，因此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疾病认知、自我护理、希望和应对方式的相关

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对抑郁症患者疾病认知、

自我护理、希望和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

果如表 1所示。疾病认知、希望、面对、屈服和自我

护理之间两两显著相关，其中疾病认知与希望、面

对、自我护理呈显著负相关；面对与希望、自我护理

显著正相关，与疾病认知、回避和屈服呈显著负相

关；自我护理和希望呈显著正相关；屈服和希望呈显

著负相关；屈服和疾病认知呈显著正相关；自我护理

和屈服呈显著负相关。

2.3 希望和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采用路径分析方法建立多重中介模型，考虑到

中介模型的基础是变量间存在较为稳定的相关关

系，因此模型中并未纳入回避应对方式。采用R语

言 lavaan软件包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并对模型的各个

指标进行考察，模型的整体拟合指数可以接受（χ2/
df=2.473，RMSEA=0.071，GFI=0.997，CFI=0.998，AG⁃
FI=0.948，NFI=0.996，TLI=0.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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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抑郁症患者疾病认知、自我护理、希望和应对方式的关系

1.希望

2.疾病认知

3.面对

4.回避

5.屈服

6.自我护理

M
28.57
45.57
16.77
15.88
11.47
44.40

SD
5.84
9.34
4.09
3.82
2.98
8.33

1

-0.57**
0.45**

-0.15
-0.64**
0.64**

2

-0.28**
-0.04
0.65**

-0.57**

3

-0.12*
-0.35**
0.49**

4

0.09
0.05

5

-0.67**
注：*P<0.05，**P<0.01。

路径分析结果显示，疾病认知→希望（β=-
0.566），希望→面对（β=0.423），面对→自我护理（β=
0.217），希望→屈服（β=-0.400），屈服→自我护理

（β=-0.344），希望→自我护理（β=0.245），疾病认知

→屈服（β=0.428），疾病认知→自我护理（β=-0.142）
的路径均显著（Ps<0.01）；疾病认知→面对的路径不

显著（β=-0.040，P>0.1）。
进一步采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对中介

效应的显著性进行估计，设置重抽样次数为 5000，
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显示疾病认知→希望→自我

护理，疾病认知→屈服→自我护理，疾病认知→希望

→面对→自我护理和疾病认知→希望→屈服→自我

护理四条中介路径的效应值均显著（效应值的 95%
CI不包含0，Ps<0.001），疾病认知→面对→自我护理

的中介效应不显著（效应值的 95%CI 包含 0，P =
0.536）。

路径

疾病认知→希望→自我护理

疾病认知→面对→自我护理

疾病认知→屈服→自我护理

疾病认知→希望→面对→自我护理

疾病认知→希望→屈服→自我护理

总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值

-0.139
-0.009
-0.148
-0.052
-0.077
-0.425

标准误

0.034
0.014
0.031
0.014
0.015
0.045

95%CI
Lower
-0.209
-0.039
-0.213
-0.081
-0.109
-0.514

Upper
-0.074
0.017

-0.092
-0.027
-0.050
-0.341

P
<0.001
0.536

<0.001
<0.001
<0.001
<0.001

表2 中介效应值的Bootstrap估计

3 讨 论

既有研究指出，希望与个体的心理健康密切相

关。彭亭亭与郝志红发现，希望可以正面预测专业

心理求助态度[15]；麦晓浩等人则发现，特定群体内化

的对自身的消极观点可以降低个体希望，进而增加

个体的抑郁水平[16]。此外，研究发现希望和应对方

式存在相关关系。面对和希望呈显著正相关，屈服

和希望呈显著负相关，这与 Feifel等人的发现相符
[9]，希望水平高的患者更易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希

望水平低的患者更倾向于屈服的应对方式。而既有

研究显示，积极的应对方式可以负向预测个体抑郁

水平、消极的应对方式可以正向预测个体抑郁水平
[17，18]。据此，在心理治疗活动中，临床工作者可以通

过评估和干预患者的希望水平，改善其应对方式，最

终帮助患者恢复健康。

本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的消极疾病认知与面对

呈显著负相关，与屈服呈显著正相关，这一结论证实

了 Leventhal等人提出的CSM中关于疾病认知对患

者采用不同应对策略的不同影响的推论[19]，对抑郁

症的认知直接关系到抑郁症患者的应对方式和应对

策略，二者具有高度的相关。从研究结果来看，不良

的疾病认知会降低患者的希望水平，使患者更倾向

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并做出更差的自我护理表现。

而正确的疾病认知可以提高自我管理水平，能增加

治疗依从性，促进患者积极寻求有效的治疗方案[20]。

本研究将希望和面对、屈服两种应对方式作为

中介变量纳入中介模型中，考察他们在疾病认知与

自我护理关系中的链式中介效应。发现疾病认知→
希望→面对→自我护理和疾病认知→希望→屈服→
自我护理两条链式中介同时成立。对抑郁症的认知

会通过多方面来影响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患者对

抑郁症的不良感知和评价越多，自我护理的信念和

行动就越少，对抑郁知识知晓率越低，患者越会感觉

迷茫和不知道如何进行自我护理和调节。这与傅幼

琼和林素芳的研究相吻合[21]。此外，患者的抑郁感

知和评价情况会影响到其对于治疗和生活的希望，

并通过希望进一步作用于应对方式进而影响患者的

自我护理能力。对抑郁症的认知较为积极、希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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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较高的患者，更倾向于直面疾病，因而其自我护理

能力也就越高，表现为主动掌握更多的护理技巧和

策略，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和自我照料。这些患者会

表现出更高的依从性，和更低的复发。而当患者对

抑郁症的认知较负面时，患者会感觉到更严重的疾

病症状和更糟糕的主观感受，从而降低其希望水平，

进而使其更容易采用屈服的应对方式，遭遇抑郁症

后听天由命，向病魔低头，进而放弃了自我调节和护

理，严重时可能放弃治疗。因此，在患者就诊和复查

的过程中，门诊医生可以有意识的和患者沟通，了解

患者对抑郁症的了解程度和自我护理的水平，简单

评估患者自身的抑郁管理的能力。然后通过口头指

导、发放和介绍学习素材、推荐心理辅导等方式来让

患者有更多的途径了解抑郁症。医疗机构也可以利

用微信等网络平台向自己服务的患者提供全病程的

宣传、指导等跟踪随访服务，这样既可以对医疗资源

进行高效利用，又可以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让患

者知道如何从自身角度来配合治疗，促进康复，避免

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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