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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期脑卒中患者的抑郁程度与神经功能、Nesfatin-1的关系

石　杰 1 、 邱　红 1 、 艾永梅 1 、 陈　捷 1 、 李春媚 2

【摘要】目的　探讨急性期的脑卒中患者的抑郁程度与 Nesfatin-1、神经功能缺损程度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4 年 5 月～2016 年 5 月在我院治疗的急性期的脑卒中患者 160 例，依据其是否发生

卒中后抑郁分组，包含抑郁组与非抑郁组。评价患者的抑郁程度和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检测血浆

Nesfatin-1 水平，分析各因素和患者抑郁程度的相关性。结果　脑卒中患者中卒中后抑郁发生率是

46.25％（74 例），其中轻度是 54.05％（40/74），中度是 28.38％（21/74），重度是 17.57％（13/74）。

不同抑郁程度的脑卒中患者的肥胖的发生率、病灶位置与血浆 Nesfatin-1 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

（P< 0.05），重度抑郁患者的 NIHSS 评分明显高于非抑郁、轻度、中度抑郁组，组间比较差异显著

（P< 0.05）。经多因素分析，重度抑郁和病灶位置、NIHSS 与血浆 Nesfatin-1 水平具有明显的关系

（P< 0.05）。结论　脑卒中患者的卒中后抑郁发病率较高。病灶位置、血浆 Nesfatin-1 水平与神经功

能缺损程度影响脑卒中患者的抑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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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among depressive degree，Nesfatin-1 and nerv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acute str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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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depressive degree，Nesfatin-1 and nerv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acute stroke. Methods 160 patients with acute stroke were selec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4 to May 

2016 and divided into depression group and no depression group.  The nerve function defect，depressive degree and 

Nesfatin-1 levels was detected，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tors and depressive degree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 in-

cidence of post-stroke depression was 46.25％ （n = 74）, 54.05％（40/74）of them were slightly depressed，28.38％ 

（21/74）of them were moderately depressed，and 17.57％ （13/74）of them were severely depressed.  The incidence of 

obesity， lesion location，NIHSS and Nesfatin-1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degree depression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 scores of NIHSS in severe depress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no depression，mild 

and moderate depression group （P<0.05）. Lesion location，NIHSS and Nesfatin-1 was closely related to depression 

severity of acute stroke patients （P<0.05）. Conclusion The incidence rate of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acute stroke 

was high. Lesion location， NIHSS and Nesfatin-1 was closely related to depression severity of patients with acute str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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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卒中发生率高，发作迅速、病情复杂［1］，致

残率和死亡率居于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的首位，往往

还有并发症［2］，卒中后抑郁属于常见并发症，症状

包含情感冷漠、情绪低落、食欲缺乏、活动障碍和

记忆力减退等［3］，卒中后抑郁会增加脑卒中患者的

死亡率与治疗时间，降低患者的认知能力和生活质

量水平［4］。目前缺乏对不同抑郁程度相关因素的分

析，因此本文针对上述问题展开临床研究，具体研

究结果如下：

1　一般资料和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 2014 年 5 月 2016 年 5 月在我院住院治

疗的处于急性期的脑卒中患者 160 例，纳入标准：①

经 CT/MRI 确诊；②发病时间 <14d；③意识正常；④

签订知情同意协议。排除标准：①感觉性失语；②伴

有脑肿瘤、癫痫等其他损害脑功能疾病；③伴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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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在发病前 2 周应用抗抑郁药物；④伴有其他影

响生活能力的躯体性疾病。

1.2　方法

依据研究对象是否发生卒中后抑郁分组，包含

抑郁组与非抑郁组。搜集全部患者的肥胖状况与糖

尿病资料。诊断脑卒中病灶位置，在入院时分别评

价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和抑郁程度，在入院时

抽取静脉血检测 Nesfatin-1 含量，分析各因素和患者

抑郁程度的关系。

1.3　评价标准

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按照美国卫生部脑卒中量

表［5］（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

评价，共包含肢体活动、感觉、意识、语言和视力

等 11 项，该量表的评分越高表示患者的神经缺损程

度越严重。

患 者 的 抑 郁 程 度 按 照 汉 密 顿 抑 郁 量 表［6］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评价，共包含

17 项，①无抑郁：评分 <7；②轻度：评分 7～17；③

中度：评分 18～24；④重度：评分 >24。

1.4　统计学分析

所有试验数据均用 SPSS22.0 整理和分析，计量

资料以（平均值 ± 标准差）的形式描述，进行单因

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的形式描述，各组间

的两两比较进行 χ2 检验，对相关因素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若分析结果 P<0.05 则表示比较存在统计

学上的差异。

2　结果

2.1　卒中后抑郁发生率

脑卒中患者中卒中后抑郁发生率是 46.25％（74
例），其中轻度是 54.05％（40/74），中度是 28.38％

（21/74），重度是 17.57％（13/74）。

2.2　脑卒中不同抑郁程度患者的基础疾病情况

不同程度的抑郁患者的肥胖的发生率存在显著

的差异（P<0.05），不同程度的抑郁患者的糖尿病的

发生率没有显著的差异（P>0.05），详见表 1。

表1　脑卒中不同抑郁程度患者的基础疾病情况

基础疾病/
n（％）

非抑郁组
（n=86）

轻度抑郁
（n=40）

中度抑郁
（n=21）

重度抑郁
（n=13）

肥胖 21（24.42） 19（47.50） 9（42.85） 12（92.31）

糖尿病 28（32.56） 9（22.50） 5（23.81） 4（30.77）

2.3　脑卒中不同抑郁程度患者的病灶位置、

Nesfatin-1 和 NIHSS 评分情况

不同程度的抑郁患者的病灶位置与 Nesfatin-1
指标存在显著的差异（P<0.05），重度抑郁的发生率

最高的是多发病灶的患者（20.00％），中度抑郁最高

是丘脑（26.19％）；重度抑郁组的 NIHSS 评分明显高

于轻度、中度抑郁组，组间比较差异显著（P<0.05）。

2.4　脑卒中患者抑郁程度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情况

经多因素分析，重度抑郁和病灶位置、NIHSS

与 Nesfatin-1 具有明显的关系（P<0.05）。

表 2　不同抑郁程度患者的病灶位置、hs-CRP和NIHSS评分情况

因素 非抑郁组 轻度抑郁 中度抑郁 重度抑郁

病灶位置/n（％） 基底节（n=42） 31（73.81） 6（14.28） 4（9.52） 1（2.38）

脑叶（n=36） 23（63.89） 8（22.22） 3（8.33） 2（5.55）

丘脑（n=18） 10（55.56） 2（11.11） 5（26.19） 1（5.55）

脑干（n=29） 12（46.87） 13（44.83） 2（6.90） 2（6.90）

多发病灶（n=35） 9（25.71） 12（34.29） 7（20.00） 7（20.00）

Nesfatin-1 / ng. mL-1 8.76±1.92 11.39±3.59 13.33±4.75 22.43±7.64

NIHSS/分 3.04±2.12 6.70±1.88 9.23±2.94 12.53±4.33

表3　脑卒中患者抑郁程度的Logistic分析情况

       相关因素 B SE Wald P值 OR 95％CI

病灶位置 脑叶 2.640 1.170 4.887 0.023 14.021 1.399-140.002

多发病灶 2.803 1.109 6.298 0.009 17.014 1.920-144.875

Nesfatin-1 2.961 0.  968 9.238 0.003 18.169 2.971-129.553

NIHSS 1.789 0.461 16.169 0.000 6.204 2.611-14.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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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卒中后抑郁属于脑卒中患者最常见的并发症，

其病因和病机均复杂多样，包含生物、心理、社会

等多层次因素，神经回路、炎性因子、应激反应

等多方面机制［7］，发病率是 35.0～65.0％［8］，本研

究发现：脑卒中急性期患者中卒中后抑郁发生率是

46.25％（74 例），其中轻度是 54.05％（40/74），中

度是 28.38％（21/74），重度是 17.57％（13/74），说

明在脑卒中的急性期发生的卒中后抑郁主要是中度

和轻度，在急性期，患者的心理应激反应出现的时

间较短，来自社会的压力较低，负性情绪的累积值

较低，因而抑郁的程度相对较低。本研究还发现不

同程度的抑郁患者的肥胖的发生率存在显著的差异

（P<0.05），说明肥胖和卒中后抑郁的程度可能存在

一定的关系，这可能是和肥胖患者的瘦素水平增加

以及应对方式有关［9］。

本研究发现不同程度的抑郁患者的 NIHSS 评分

存在显著的差异（P<0.05），说明神经功能的缺损程

度能够影响脑卒中患者的抑郁程度，抑郁程度严重

的患者神经功能的缺损程度较高。不同程度的抑郁

患者的病灶位置与血浆 Nesfatin-1 水平存在显著的差

异（P<0.05），说明不同病灶位置、血浆 Nesfatin-1
水平和卒中后抑郁的程度发生存在一定的关系，分

析其原因可能是脑卒中的病灶位置与心境调节通路

发生重合，在该通路中丘脑、基底节、额叶和海马

相互联系，经 5- 羟色胺与去甲肾上腺素等神经递质

共同协调机体的情绪反应，而 5- 羟色胺与去甲肾

上腺素的神经细胞在脑干位置［10］，而一旦患者属于

多发病灶则该情绪通路功能的破坏程度更严重，因

此多发病灶患者的卒中后抑郁程度更严重。而血浆

Nesfatin-1 属于新型的神经－ 内分泌因子，其可能会

促使脑组织中的去甲肾上腺素能神经元的活性增加，

增强的黑皮质体系功能，致使脑组织中神经递质 5-

羟色胺的合成和功能异常，以至于加重抑郁。

综上所述，脑卒中患者急性期的卒中后抑郁

发病率较高，以中度和轻度为主，病灶位置、血浆

Nesfatin-1 水平与神经功能的缺损程度能影响脑卒中

患者的抑郁程度，在临床中应对各因素进行早期预

防干预，防止抑郁程度加重。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

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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