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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心理障碍对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胃功能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陈世雄 1 、 黄仑峰 1 、 周　莉 1 、 石　明 2

【摘要】目的　研究精神心理障碍对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胃功能与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从

我院于 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2 月消化内科就诊患者中，选取 58 例有精神心理障碍的患者为研究

组，58 例无心理障碍患者为常规组，详细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包括情感职能、活力、

生理功能、生理职能、社会功能、躯体疼痛、精神健康、总体健康等）、餐前后胃电图、水负荷试验

及 SPECT 胃排空实验等情况。结果　常规组患者各项生活质量评分均明显优于研究组（P< 0.05）；餐

前餐后胃电图比较，研究组患者正常节律百分比明显比常规组低（P< 0.05），研究组胃动过缓率与主

频不稳定系数显著比常规组高（P< 0.05）；水负荷试验与 SPECT 胃排空实验比较，常规组患者初始感

觉量与最大耐受量明显比研究组更高（P< 0.05），而研究组胃排空时间明显长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0.05）。结论　精神心理障碍与功能性消化不良密切相关，它可对患者生活质量与胃功

能造成一定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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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Disorder to the Gastric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Functional Dyspepsia　CHEN Shixiong，HUANG Lunfeng，ZHOU Li，et al. Huangmei people s Hospital，Huang-
mei 4355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disorder to the gastric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dyspepsia. Methods　58 cases of patients with psychological disorder were selected from those admit-

ted by the digestive system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since October 2014 to December 2016 as research group，and 

other 58 cases of patients without psychological disorder were selected as regular group. The scores of quality of life，the 

electrogastrogram before and after meal，water load test and SPECT gastric emptying test between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scoring of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in regular group were dramatically better than those 

in research group（P<0.05）. For the electrogastrogram before and after meal，the normal rhythm percentage of pa-

tients in research group was obviously lower than that in regular group（P<0.05）. The bradygastria rate and instability 

index of dominant frequency of research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regular group（P<0.05）. For the 

water load test and SPECT gastric emptying test，the initial sensation quantity and maximum tolerance dose of patients 

in regular group were dramatically higher than those in research group，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psychological disorder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gastric motility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functional dyspep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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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消化不良（FD）主要以上腹痛、上腹胀、

早饱、嗳气、食欲不振、恶心、呕吐等为主要症状

表现，经检查排除引起上述症状的器质性疾病的一

组临床综合征［1，2］。其症状可持续或者反复出现，治

疗时间长，费用高［3，4］。有研究发现 FD 患者的生活

质量及胃功能可能是受精神、心理等因素影响［5，6］。

为了解精神心理障碍对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胃功 

能与生活质量的影响，本文对我院 116 例功能性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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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不良患者进行了的观察，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我院于 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2 月消化内

科就诊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中，进行抑郁自评量表

（SAS）与焦虑自评量表（SDS）评分，选取 58 例 SAS

评分≥ 50 分、SDS 评分≥ 53 分的视为有精神心理

障碍患者作为研究组，其中男性 37 例，女性 21 例，

年龄在 23-51 岁，平均年龄（33.6±10.3）岁，病程

0.8-3 年，平均病程（1.6±0.6）年；再选择 58 例无

精神心理障碍患者为常规组，其中男性 36 例，女性

22 例，年龄在 22-52 岁，平均年龄（35.7±11.2）岁，

病程 0.7-3 年，平均病程（1.5±0.6）年。纳入标准：

①病人均经罗马Ⅲ型诊断标准、体格检查、胃镜、

粪隐血试验、腹部 B 超等确诊为功能性消化不良患

者；②病人均无意识障碍，能正常与人进行沟通交

流；③病人年龄均在 18 岁以上，71 岁以下，性别不

限；④病人均无严重心脏、肝脏、肾脏及全身免疫性

疾病；⑤病人在近一周内未服用过影响胃酸分泌、胃

肠动力及精神状态的药物；⑥病人均清楚本次探究调

查，并积极配合。排除标准：①病人近一个月内进行

过腹部手术；② 无法配合研究进行患者。两组患者

病例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两组患者入院后均进行焦虑自测量表（SAS）和

抑郁自测量表（SDS）了解患者精神心理状态进行了

解评估，并分别填写生活质量调查表进行评分，严

重焦虑、抑郁患者适当给予对症药物。建立患者良

好生活习惯，服用非甾体抗炎药进行治疗。

1.2.1　胃排空率检测 给予两组患者相同混有 20
粒钡餐条的饮食，并分别在餐后 5 小时、7 小时拍摄

腹平片并进行透视，对胃肠内钡条残留数进行统计，

计算胃肠排空率。

1.2.2　胃感觉功能检测 采用水负荷试验了解患

者胃对扩张刺激的敏感性。要求患者早晨空腹快速

饮水，每 10 秒询问患者有无上腹疼痛或恶心等症状，

并进行评分。2 分钟内的最少饮水量为受试者胃对扩

张刺激的初始感觉量，5 分中内的饮水量为患者对扩

张刺激的最大耐受量。

1.2.3　胃运动功能检测 给予两组患者相同饮

食，并在 5 分钟内进食完。在光子放射计算机断层

成像（SPECT）双探头下，分别记录进食完后 0，5，

10，15，30，45，75，105，120 分钟腹部前后位同

步 1 min 放射性计数。将资料用专用计算机软件处

理，获取全胃固体食物的半排空时间（T1/2）。

1.3　观察指标 

详细观察用生活质量量表（short form 36 question

naire，SF-36）调查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情况，并了解

患者餐前后胃电图与水负荷试验、SPECT 胃排空实

验结果。① SF-36 量表：根据量表将情感职能、活力、

生理功能、生理职能、社会功能、躯体疼痛、精神

健康、总体健康等八项分别计算其分值，每项 100
分。②胃排空率：胃排空率 =（20- 肠或胃内残留钡

条数）÷20×100％。③胃感觉功能：病人自感无感

觉，0 分；病人自感腹部轻微不适，1 分；病人自感

腹部不适感明显伴有饱胀感，2 分；病人自感腹部明

显不适、恶心，但可忍受，3 分；病人 0 分为无感觉；

1 分为非常轻微不适；2 分为轻微不适；3 分为中度不

适、饱胀；病人无法忍受不适感，出现呕吐，4 分。

④胃运动功能检测：将患者经进食后各时间段资料用

专用计算机软件处理，获取全胃固体食物的半排空

时间（T1/2）。

1.4　统计学意义 

使用软件包 SPSS20.0 处理数据，计量资料用（x
±s ）表示，采用 t 进行检验，（％）表示计数资料，

用 χ2 进行检验，组间对比用 t 检验，当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生活质量 

由表 1 可见，常规组患者情感职能、活力、生

理功能、生理职能、社会功能、躯体疼痛、精神健康、

总体健康等均明显优于研究组患者，差异具有可比

性（P<0.05）。
表1　研究组与常规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对比（x±s）

组别 研究组（n =58） 常规组（n =58）

情感职能 89.65±11.32 94.95±6.64*

活力 48.36±12.30 77.52±17.62*

生理功能 58.62±21.45 76.35±18.32*

生理职能 57.33±29.61 82.67±31.84*

社会功能 64.85±19.61 87.75±13.68*

躯体疼痛 57.64±13.58 83.78±19.62*

精神健康 55.47±18.42 69.54±15.21*

总体健康 43.67±18.69 71.20±21.31*

注：与研究组比较，*P<0.05。

2.2 餐前、餐后胃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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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研究组与常规组患者水负荷试验及SPECT胃排空实验
结果（x±s）

组别

水负荷试验
胃排空时间
（T1/2）（min）初始感觉量

（mL）
最大耐受量

（mL）

研究组（n=58） 361.3±97.3 829.9±192.3 66.3±11.5

常规组（n=58） 483.7±128.4* 1232.2±172.3* 55.8±15.3*

注：与研究组比较，*P<0.05。

3　讨论

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发病机制较为复杂，主要由

十二指肠与胃功能紊乱引起，早期症状不明显，不

易引起重视，严重后不仅对患者生活质量有很大影

响，而且会给患者带来较大的经济压力［7-10］。FD 发

病原因较为复杂，主要与胃 / 十二指肠内脏神经过

于敏感、胃动力下降以及精神心理障碍等因素有关，

所以当患者情绪波动过大或者工作压力大，睡眠质

量降低时更容易引起发病［11，12］。结合临床患者情绪

评估，大部分 FD 患者存在焦虑、紧张、担心、抑

郁等表现，有研究表明 FD 患者中存在精神心理障

碍的高达 60％，说明 FD 患者存在精神心理障碍是

普遍存在的 ［13］。FD 患者的临床表现呈多样化且反复

发作，客观检查又未能发现器质性疾病，部分学者

认为 FD 就是一种心身疾病，是心理障碍的躯体化

表现［14］。针对 FD 患者主要以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

避免烟、酒及配合治疗为主要治疗手段。存在焦虑、

抑郁患者需根据患者不同特点进行心理治疗［15-16］。

我们的研究发现：存在精神心理障碍的 FD 患者

生活质量在情感职能、活力、生理功能、生理职能、

社会功能、躯体疼痛、精神健康、总体健康等情况

均明显低于无精神心理障碍患者；精神心理障对 FD

患者胃排空率有影响；存在精神心理障碍的 FD 患者

正常节律明显更低，而胃动过缓率明显高于无精神

心理障碍患者；存在精神心理障碍的 FD 患者经水负

荷试验对初始感觉量与最大耐受量均明显比无精神

心理障碍患者更低；存在精神心理障碍的 FD 患者胃

排空时间明显比无精神心理障碍患者更长。这些结

果表明精神心理障碍对 FD 患者胃的收缩活动，胃

感觉功能及生活质量有影响，还可以降低水负荷量，

从而提高了胃扩张刺激的敏感性。

综上所述，我们的初步研究表明：FD 患者存在

精神障碍可直接影响其生活质量，并会影响胃运动

功能与胃感觉功能，但目前还不清楚其具体的作用

机制，还需进一步进行研究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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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研究组与常规组患者餐前、餐后胃电图比较（x±s，％）

组别
研究组（n =58） 常规组（n =58）

餐前 餐后 餐前 餐后

正常节律 30.54±11.69 41.51±13.56# 84.62±16.89 87.02±11.62*#

胃动过缓率 62.54±13.95 54.62±12.36# 7.89±2.01 8.62±1.63*#

主频不稳定系数 49.86±16.45 61.22±18.62# 42.66±4.11 41.62±2.16*#

注：与餐前比较，#P<0.05；与研究组比较，*P<0.05。

由表 2 可见，研究组患者正常节律百分比明显

低于常规组患者；而胃动过缓率与主频不稳定系数均

明显高于常规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 水负荷与 SPECT 胃排空实验 

由表 3 可见，研究组患者初始感觉量与最大耐

受量均低于常规组；而研究组胃排空时间明显长与常

规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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