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脑卒中患者功能独立性、家庭照
料者负担感与其负性情绪的关系

王玉龙 1， 申继亮 2

（1．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长沙 410081；2．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875）

【摘要】 目的：探讨脑卒中患者的功能独立性、家庭照料者负担感与其负性情绪的关系。 方法：采用功能独立性量

表、照料者负担指数、负性情感量表对 203 名脑卒中患者的家庭照料者进行测量。 结果：①农村的家庭照料者负性情

绪显著多于城市的，有职业的显著多于无职业的；②家庭照料者负性情绪与其负担感显著正相关，与患者的运动独

立性显著负相关； ③家庭照料者负担感在脑卒中患者的运动功能独立性和家庭照料者负担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显

著。 结论：家庭照料者的负担感在脑卒中患者的运动功能独立性影响家庭照料者的负性情绪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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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oke patient’s functional indepedence, caregiver burden
and caregiver negative affection. Methods: 203 family caregivers of stroke patients were measured by Functional
Independence Measure, Caregiver Strain Index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Results: ①Family caregivers from rural areas
had much more negative affection than those from urban, and part -time had more than full time. ② Family negative
affection was positively connected with stroke patient’s motor functional indepedence, and negatively connected with their
own burden. ③ The mediating role of caregiver burden between stroke patient’s motor functional indepedence and
caregiver negative affection was significant. Conclusion: Stroke patient’s motor functional indepedence has indirect
influence on caregiver negative affection, and ceregiver burden is the medi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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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问题是家庭照料给照料者心理健康带来的

主要消极后果之一。 针对脑卒中患者家庭照料者的

研究显示 [1，2]，与非照料者相比，照料者表 现出更多

的抑郁、 焦虑等负性情绪反应。 在诸多的影响因素

中， 患者的功能丧失程度被认为是家庭照料者面临

的核心压力源。作为一种致残率很高的脑血管疾病，
脑卒中通常导致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碍，主

要表现在日常生活能力下降、 认知缺失和人格改变

等方面。 这就意味着脑卒中患者的家庭照料者需要

处理患者在移动、自理和交流方面的困难，以及患者

的认知损伤、抑郁和人格改变[3]。
脑卒中患者的功能丧失是导致家庭照料者负性

情绪的重要因素。 研究显示 [4，5]，患者的身体残疾越

严重，认知能力越差，家庭照料者的负性情绪越多。
患者的功能丧失也是家庭照料者负担感的有效预测

因素[6，7]。 研究[8]还发现，家庭照料者的负担感对负性

情绪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由此可假设，患者的功

能丧失程度对家庭照料者负性情绪的影响以其感受

到的负担为中介。本研究对这一假设进行检验，以探

讨脑卒中患者的功能丧失对家庭照料者负性情绪的

作用机制。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采取方便取样、 滚雪球等方法在北京和天津的

社区以及湖南、 山东和浙江的农村选取脑卒中患者

的家庭照料者。 共收回问卷 220 份，其中有 16 份问

卷中的患者生活基本自理，1 份问卷没有完成，剔除

后剩余的有效问卷为 203 份。 在 203 名家庭照料者

中，配偶家庭照料者 131 人，非配偶家庭照料者 72
人；来自城市的 86 人，农村的 117 人；男性 54 人，女

性 149 人；有职业的 94 人，无职业的 109 人；60 岁

及以上的 122 人，非老年 81 人，年龄最小的 20 岁，
最大的 85 岁，平均年龄 61.9±13.4 岁；照料时间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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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内的 51 人，1-5 年的 76 人，5 年以上的 76 人。
1.2 工具

1.2.1 功能独立性量表 （Functional Independence
Measure，FIM） 由 Granger 等[9]编制，用于给医学康

复期间的功能状况评估确定一个统一的标准。 量表

共 18 个项目，包括两个维度：运动功能独立性量表

（motor-FIM），用于测量生理功能（如进食、梳洗和移

动等）的依赖程度，13 个项目；认知功能独立性量表

（cognitive-FIM），用于测量交流、社交和认知功能的

依赖程度，5 个项目。 量表采用 7 点评分，1 表示“完

全依赖”，7 表示“完全独立”。 量表假设每个项目和

每个项目的回答的权重是相等的， 因此用总分表示

功能的独立性程度，分值从 18-126，越高表示功能

独立性越高，功能状况越好。
1.2.2 照料者负担指数 （Caregiver Burden Index
Scale） 姜小鹰等[10]2006 年修订，该量表的特点是简

短易操作， 被很多研究应用于测量脑卒中患者照料

者的负担，修订后的量表符合国内的经济文化习惯。
量表共 13 个项目，从社交、经济、身体、工作和心理

方面测定照料者的压力，每个题目以“是”与“否”作

答，得分范围为 0 到 13，累积得分大于或等于 7 分

表示有照料压力，分数越高，压力越大。
1.2.3 负性情感量表 该 量 表 是 情 感 量 表（Affect
Scale）的负性情感部分，由 5 个描述“过去几周”消

极感受的是非题组成，回答“是”记 1 分，答“否”记 0
分，总分为 5 分。 得分越高表示负性情绪越多[11]。
1.3 调查方法

采用入户调查形式， 调查员为北师大心理学院

的硕博士研究生。 调查时， 调查员按照统一指导语

向被调查对象说明问卷填写方法，并当场收回问卷。
对因文化程度或视力等原因不能自行填写问卷者，
由调查员逐条询问填写。

2 结 果

2.1 家庭照料者负性情绪的描述性分析

分别从家庭照料者的居住地、性别、有无职业、

是否老年、是否患者的配偶、照料的年限几个方面对

其负性情绪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见表 1。
2.2 患者功能独立性和家庭照料者负担感对其负

性情绪的预测

将患者的功能独立性总分、运动功能独立性、认

知功能独立性和家庭照料者的负担感与其负性情绪

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患者的运动功能独立性与

家 庭 照 料 者 负 性 情 绪 呈 显 著 负 相 关 （r=-0.14，P<

0.05），家庭照料者负担感则与之呈显著正相关（r=
0.25，P<0.01），其余变量皆不显著。

采用分层回归方程考察运动功能独立性与负担

感对负性情绪的预测作用：首先，采用强迫进入法纳

入与负性情绪显著相关的居住地、 有无职业两个变

量作为方程的第一层，以控制其影响；然后，采用强

迫进入法纳入运动功能独立性与负担感作为方程的

第二层；因变量为负性情绪。 结果见表 2。
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居住地和有无职业后，第二

层的回归模型仍然显著， 即患者的运动功能独立性

和家庭照料者负担感在总体上对家庭照料者负性情

绪的预测作用仍有统计学意义， 提示可对三者关系

作进一步分析。

表 1 不同类别的家庭照料者负性情绪比较

注：*Ｐ<0.05，**Ｐ<0.01，下同。

表 2 患者的运动功能独立性、家庭照

料者负担感与其负性情绪的回归分析

2.3 家庭照料者负担感在患者运动功能独立性与

家庭照料者负性情绪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根据温忠麟等 [12]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第

一步，以家庭照料者负性情绪为因变量，患者运动功

能独立性为自变量，检验回归系数；第二步，以家庭

照料者负担感为因变量， 患者运动功能独立性为自

变量，检验回归系数；第三步，以家庭照料者负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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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为因变量， 以患者运动功能独立性和家庭照料者

负担感为自变量，检验回归系数。 结果显示，回归方

程加入家庭照料者负担感变量后， 患者运动功能独

立性对家庭照料者负性情绪的回归系数不再显著，
说明家庭照料者负担感在患者运动功能独立性预测

家庭照料者负性情绪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见表 3。
为了更准确地检验中介作用，采用 Sobel 检验，

公式为 。 其中 α 是预测变量到中介变

量的非标准化的回归系数-0.81，b 为与预测变量一

起预测时， 中介变量到因变量的非标准化的偏回归

系数 0.12，Sα=0.07 与 Sb=0.04 分别为 α 与 b 的标准

误，Z=-2.90，P<0.01。 α 与 b 乘积为-0.10，即中介效

应， 而患者运动功能独立性作为预测变量对因变量

家庭照料者负性情绪的非标准回归系数-0.15 为总

效应，中介效应与总效应的比值为 0.67，说明中介效

应能够比较有效地解释预测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

表 3 家庭照料者负担感的中介作用分析

3 讨 论

通过比较不同类型的脑卒中患者家庭照料者，
本研究显示， 农村家庭照料者的负性情绪显著多于

城市家庭照料者， 有职业的家庭照料者负性情绪显

著多于无职业的家庭照料者。 城乡差异体现的实际

上是一种生活环境，尤其是经济水平的差异。有研究

发现 [13]，农村地区老年人照料者的抑郁程度与收入

水平有显著负相关。 本研究的照料对象为脑卒中患

者，带来的问题更胜于一般老年人。城市家庭由于有

固定的收入和相对可靠的医疗保障， 由经济引起的

关系冲突或赡养责任问题相对较少。 农村家庭的情

况就要严峻得多了， 脑卒中疾病对一个农村家庭的

打击通常是双重的：一方面，因脑卒中而导致的残废

不仅使患者本人丧失劳动力（在农村，只要能动就是

劳动力），严重者还需家庭成员分出部分精力提供照

料，进一步减少劳动力；另一方面，脑卒中康复或预

防复发需要长期服药。可见，经济负担是导致家庭照

料者负性情绪的重要因素。 而有无职业的差异则体

现了“角色丛”（role set）带来的压力 [14]。 和一个全职

照料患者的家庭照料者相比， 一个既有其他职业又

要照料患者的照料者需要扮演更多的角色， 承担更

多的责任，因而更可能有更多的压力和负性情绪。

本研究显示，家庭照料者负性情绪与其负担感、
脑卒中患者的运动功能独立性显著相关， 而与患者

的认知功能独立性以及总体功能独立性却相关不显

著。 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特别强调认知功能独立性

的影响有所不同。 很多研究认为 [7，15]，患者的行为异

常和痴呆对家庭照料者的情绪问题甚至有更好的预

测。这可能与本研究的取样有关。由于本研究仅是一

项针对脑卒中患者的研究课题的一部分， 在取样过

程中必须考虑到患者的认知能力问题， 所以抽取的

样本绝大多数是认知能力良好的患者， 这就可能导

致研究的地板效应。不过，由于患者的运动功能独立

性与家庭照料者负性情绪的显著相关， 这一取样偏

差不会对分析患者功能独立性的预 测机制造成 影

响。
本研究对中介效应的分析显示， 患者的运动功

能独立性对家庭照料者负性情绪的影响以家庭照料

者感受到的负担感为完全中介。 这一结果在某种程

度上部分验证了 Lowton 等的理论，他们认为，压力

源与个体资源相互作用对照料者的情绪产生影响。
但到底产生积极情绪还是负性情绪， 有赖于照料者

对其照料任务的评价， 而负担感就是其中的一种消

极评价，与负性情绪直接相关 [16]。 其实，关于患者的

功能独立性、 家庭照料者的负担感以及其负性情绪

三者之间的关系在相关的各种研究 中都得到了 证

实。本研究的贡献在于从整体上考虑了三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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