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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行为干预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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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认知行为干预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生活质量尧负性情绪的影响遥 方法 选择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6 月在我院诊断治疗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 102 例为研究对象袁随机分为干预组与对照组袁每组各

51 例遥对照组采用常规健康教育袁干预组采用认知行为干预遥比较入院时与出院时两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知尧信尧
行水平袁比较入院时与出院时两组生存质量尧SAS尧SDS 评分遥 结果 出院时两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知识尧态度尧行
为以及总分均显著高于入院时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出院时袁干预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知识尧态度尧行为
以及总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出院时两组生存质量的生理尧心理尧社会关系以及总分
均显著高于入院时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出院时干预组生存质量的生理尧心理尧社会关系以及总分均显著
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出院时两组 SAS尧SDS 评分较入院时显著下降袁且干预组显著低于对照

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结论 认知行为干预可显著纠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的不良认知袁进而改变
行为模式袁提高生活质量袁缓解负性情绪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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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on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negative emotion of patients with diabetic retino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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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s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on the quality of life (QoL) and neg鄄

ative emotion of patients with diabetic retinopathy. Methods A total of 102 patients with diabetic retinopathy diagnosed

and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19 to June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intervention group (n=51) and the control group (n=51).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health
education, while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gn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The comparison of cognitive,

attitude and behavior of diabetic retinopath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n admission and discharge, and the comparison of
QoL, SAS and SDS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n admission and discharge. Results The cognitive, attitude, behavior
and total score of diabetic retinopathies in the two groups on discharg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n admis鄄

sion,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P<0.05). When discharged from hospital, the knowledge, attitude, behavior
and total score of diabetic retinopathie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P<0.05). The physiology, psychology, social relation and total score of the

QoL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n discharg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n admission,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P<0.05). The physiology, psychology, social relation and total scores of the QoL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on discharge,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The

scores of SAS, SDS in the two groups on discharge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nd those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obvious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P<0.05). Conclusion Cognitive be鄄
havioral intervention can significantly correct the bad cognition of diabetic retinopathy patients, and then change their
behavior patterns, improve their QoL and relieve their negative emotions.

[Key words] Cogn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Diabetic retinopathy; Quality of life; Negative e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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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渊Diabetic retinopathy袁DR冤是

同探讨认知行为干预具体措施袁并组织小组成员进行

产生氧化应激尧炎症反应等可导致视网膜毛细血管发

患者及其家属进行一对一沟通袁询问患者对 2 型糖尿

糖尿病高度特异性的微血管并发症遥 长期慢性高血糖

生病变袁进而导致 DR 的发生遥 DR 是成人新发失明最

认知行为干预学习遥 于患者入院后袁根据患者诊断袁与
病尧糖尿病相关并发症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的认知

常见的病因袁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袁导致患者产

情况袁找到患者对相关内容的不良认知袁如病因尧发病

生焦虑尧抑郁情绪遥认知行为干预是一种心理-社会干

机制尧疾病进展尧并发症种类尧血糖控制尧饮食尧运动尧

预疗法袁通过纠正患者错误认知袁调节患者的情绪袁缓
解负性情绪[1-2]遥 既往研究显示袁认知行为疗法可改善

1 型糖尿病患者抑郁尧焦虑等情绪袁提高患者生活质
量[3]遥 本研究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进行认知行为

干预袁旨在探讨其对患者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袁
以期为临床提供参考袁现报道如下遥

降糖治疗等方面的不良认知遥 盂记录患者不良认知袁
并逐条针对这些不良认知袁向患者讲解正确的认知袁使
患者形成新的认知遥 榆在新的认知模式基础上袁指导

患者形成正确的行为习惯袁并与家属一起督导正确行
为的执行遥 虞在执行正确行为过程中袁对患者仍然存
在的不良认知和行为进行纠正袁直到患者形成良好的
行为习惯遥

1 资料与方法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6 月在我院诊断治

疗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 102 例为研究对象遥 纳入

标准院淤年龄逸18 周岁者曰于2 型糖尿病 [4]者曰盂视网
膜病变玉耀芋期[5]者曰榆认知功能正常尧语言能力正常尧
听力正常者曰虞对本研究知情同意者遥 排除标准院
淤1 型糖尿病者曰于神经系统疾病病史尧精神病病史者曰
盂心尧肝尧肺尧肾功能障碍者曰榆恶性肿瘤者遥 102 例患

者中男 53 例袁女 49 例曰年龄 47耀69 岁袁平均渊58.3依
10.7冤岁曰病变分期院玉期 22 例袁域期 46 例袁芋期 34 例遥

将其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袁每组各 51 例遥 干预组
男 25 例袁女 26 例袁平均年龄渊59.01依10.32冤岁曰病变分
期院玉期 10 例袁域期 25 例袁芋期 16 例遥 对照组男 28 例袁

女 23 例袁平均年龄渊57.80依10.11冤岁曰病变分期院玉期
12 例袁域期 21 例袁芋期 18 例遥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

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见表 1遥
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同意遥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入院后给予常规健康教育遥 发放健康教
育手册袁讲解糖尿病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发病机制尧

疾病进展过程袁目前患者的分期尧早期防治尧延缓进展
的重要性及方法曰严格控制血糖的重要性曰指导养成

淤分别于入院时及出院时对患者糖尿病视网膜

病变知尧信尧行水平进行调查遥 调查问卷参考文献[6]遥
该问卷知识维度包括 7 个条目袁态度维度包括 4 个条目袁
行为维度包括 5 个条目袁是计 1 分袁否计 0 分遥 于分别

于入院时及出院时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
定量表渊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quality of life scale袁
WHOQOL-BREF冤[7]对患者生存质量进行评价袁该量表
包括生理尧心理尧社会关系以及环境四个维度 26 个条
目袁每个条目按照程度评 1耀5 分袁然后转化为百分制

标准分遥 得分越高则表明生活质量越高遥 盂分别于入
院时及出院时采用焦虑自评量表渊Self rating anxiety
scale袁SAS冤 [8] 与抑郁自评量表渊Self rating depression

scale袁SDS冤[9]对患者焦虑尧抑郁情绪进行评价遥 SAS 评
分量表共 20 个条目袁根据情况评 1尧2尧3尧4 分袁粗分

20耀80 分袁伊1.25袁取整数袁50耀59 分为轻度焦虑袁60耀69 分
为中度焦虑袁跃69 分为重度焦虑遥 SDS 评分量表共 20 个
条目袁根据情况评 1尧2尧3尧4 分袁粗分 20耀80 分袁伊1.25袁
取整数袁53耀62 分为轻度抑郁袁63耀72 分为中度抑郁袁
逸73 分为重度抑郁遥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1.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袁计

健康的生活习惯曰讲解用眼卫生曰定期复查遥

数资料以[n渊%冤]表示袁采用 字2 检验曰计量资料以均

行为干预小组袁由科室主任及护士长担任小组长袁共

统计学意义遥

1.2.2 干预组 入院后给予认知行为干预遥 淤成立认知

数依标准差渊x依s冤表示袁采用 t 检验遥 P约0.05 为差异有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n

干预组

51

对照组
字2/t 值
P值

66

51

性别

平均年龄

男

女

28

23

25

26
0.534
0.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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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x依s袁岁冤

玉期

57.80依10.11

12

59.01依10.32
0.594
0.554

10

分期

域期

芋期

21

18

25

0.647
0.72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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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入院时与出院时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知尧信尧行水平比较渊x依s袁分冤
n

组别

51

干预组

时间

知识

态度

行为

入院时

3.11依0.52

1.90依0.32

2.02依0.51

13.384

13.472

20.075

4.30依0.41

出院时
t值

0.000

P值

51

对照组

3.01依0.50

入院时
t值

7.01依1.30

3.80依0.43

0.000

11.13依2.01
12.275

0.000

0.000

3.02依0.61

2.02依0.42

2.12依0.53

7.10依1.13

5.486

7.575

10.058

6.929

3.61依0.53

出院时

总分

2.61依0.43

0.000

P值

0.000

0.914

t 入院时组间比较值

0.419

0.315

4.461

0.000

P 出院时组间比较值

0.000

1.010

0.156

7.807

t 出院时组间比较值

9.42依2.11

0.000

1.428

0.363

P 入院时组间比较值

3.23依0.61

0.676

5.942

0.000

4.186

0.000

0.000

表 3 两组入院时与出院时生存质量评分比较渊x依s袁分冤
n

组别
干预组

51

时间

生理

心理

社会关系

环境

总分

入院时

75.81依6.12

71.50依5.81

75.13依5.91

77.40依6.42

74.93依6.90

9.538

9.757

6.311

1.376

6.176

出院时
t值

对照组

51

P值
入院时
出院时
t值
P值

t 入院时组间比较值
P 入院时组间比较值
t 出院时组间比较值
P 出院时组间比较值

88.13依6.91
0.000

83.31依6.43

82.62依6.13

0.000

0.000

79.32依7.51

83.41依7.01

0.172

0.000

76.31依6.53

70.91依6.01

75.32依6.21

78.03依6.81

75.13依6.52

4.635

5.670

2.992

0.436

3.498

82.52依7.01

78.10依6.82

0.000

0.000

0.401

渊P约0.05冤遥 见表 2遥

2.2 两组入院时与出院时生存质量评分比较
出院时袁两组生存质量的生理维度尧心理维度尧社
会关系维度以及总分均显著高于入院时袁差异有统计

0.001

78.64依7.12

79.53依6.21

0.664

0.001

0.459

0.151

0.647

0.881

0.484

2.978

0.629

0.004

表 4 两组入院时及出院时 SAS 评分比较渊x依s袁分冤
n

组别
干预组
对照组
t值

51
51

入院时

出院时

61.60依4.83 53.53依4.11
62.11依5.02 56.32依4.30
0.515
0.618

P值

0.05冤曰出院时袁干预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知识尧态度尧

行为以及总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277

0.000

2 结果

以及总分均显著高于入院时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

0.868

3.977

0.000

出院时袁两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知识尧态度尧行为

0.167

0.609

4.069

水平比较

0.004

0.514

0.690

2.1 两组入院时与出院时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知尧信尧行

78.83依5.63

3.366

t值

9.163
6.281

P值

0.000
0.000

0.001

表 5 两组入院时及出院时 SDS 评分比较渊x依s袁分冤
n

组别
干预组
对照组
t值

51
51

入院时

64.61依5.30 59.40依4.42
0.291
0.771

P值

出院时

64.32依5.11 55.11依4.60
4.824

t值

9.566
5.391

P值

0.000
0.000

0.000

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出院时袁干预组生存质量的生理维
度尧心理维度尧社会关系维度以及总分均显著高于对
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3遥
2.3 两组入院时及出院时 SAS 评分比较

出院时袁两组 SAS 评分较入院时显著下降袁且干

预组显著低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4遥

2.4 两组入院时及出院时 SDS 评分比较

出院时袁两组 SDS 评分较入院时显著下降袁且干

预组显著低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遥 见表 5遥

3 讨论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糖尿病性微血管病变中最
重要的表现袁是一种具有特异性改变的眼底病变袁是
糖尿病的严重并发症之一遥 临床上根据是否出现视网
膜新生血管为标志袁将无视网膜新生血管形成的糖尿
病性视网膜病变称为非增殖性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渊或称单纯型或背景型冤袁而将有视网膜新生血管形成
的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称为增殖性糖尿病性视网膜

病变遥 本研究纳入的患者主要为非增殖性糖尿病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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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膜病变遥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的根本治疗是控制血
糖水平袁原则上应当首先并经常将血糖控制在正常或
接近正常水平遥 控制血糖水平袁养成正确的饮食尧运动

习惯等对预防 DR 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10]遥 对

存质量也出现了明显的改善遥 本研究采用的是WHO鄄

QOL-BREF 量表袁该量表包括生理尧心理尧社会关系以
及环境维度遥 结果显示显著改善的是生理尧心理尧社会

关系维度袁环境维度评分有提高但不显著袁提示生理

于血脂水平过高尧高血压的患者袁也需要控制血脂尧血

维度的提高与患者病情的控制有关袁进而也改善了心

压水平袁因此袁除了相关药物治疗外袁相关的饮食尧运

理维度的评分遥 患者的社会关系维度也得到了明显改

动等生活习惯对患者的病情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袁

善袁可能与在认知行为干预过程中袁让患者家属也参

为认知行为治疗提供了临床基础遥

与了督促患者认知及行为的改善过程袁增加了患者与

认知行为干预由 A.T.Beck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发

展出的一种有结构尧短程尧认知取向的心理治疗方法袁

最初主要针对抑郁症尧焦虑症等心理疾病及不合理认

家属的沟通有关遥 既往研究也证实袁认知行为干预能
够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18-20]遥 我科室的认知行为干预
尚在初步开展阶段袁在具体操作上可能还存在一些不

知导致的心理问题遥 其关注点主要是在患者不合理的

够完善的情况袁期待在今后的工作中结合既往其他优

认知问题上袁通过改变患者对己尧对人或对事的看法

秀的研究结果袁不断完善遥

与态度改变心理尧行为问题[11]遥 认知是指一个人对一

综上所述袁认知行为干预可显著纠正糖尿病视网

件事或某对象的认知和看法袁对自己的看法尧对人的

膜病变患者的不良认知袁进而改变行为模式袁提高生

想法尧对环境的认识及对事的见解等遥 认知行为治疗

活质量袁缓解负性情绪遥

认为袁人的情绪来自人对所遭遇事情的信念尧评价尧解
释或哲学观点袁而非来自事情本身[12]遥 认知行为治疗
认为袁治疗的目标不仅是针对行为尧情绪这些外在表现袁

而且分析患者的思维活动和应付现实的策略袁找出错
误的认知加以纠正遥 认知行为干预基于野ABC冶理论 袁
[12]

A 指与情感有关系的事件曰B 指信念或想法袁包括理
性或非理性的信念曰C 指与事件有关的情感反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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