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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力衰竭患者抑郁状况及相关因素

潘丽红 1 、 王继军 2 、 徐林群 1 、 顾春红 1 

【摘 要】目的　探讨心力衰竭患者的抑郁状况及相关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自制的一般资料表

及流调中心抑郁自评量表（Centre of Epidemiological Studies-Depression scale，CES-D）对 132 名心力

衰竭患者进行调查。结果　心力衰竭患者的抑郁检出率为 49.2％，CES-D 分为 15.96±8.71，均高于

我国城市常模（χ2=14.95，P< 0.001；t = 3.02，P= 0.003）；并发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并发高血压及血清 25（OH）D 浓度＜ 50 nmol/L 的心力衰竭患者的抑郁

发生率均高于未并发 COPD、未并发高血压及血清 25（OH）D 浓度≥ 50 nmol/L 的患者（χ2=4.78，

P= 0.029；χ2=5.92，P= 0.015；χ2=18.69，P< 0.001）；具有抑郁症状心力衰竭患者与不具有抑郁症

状的患者相比，其血清 25（OH）D 浓度偏低（t = -9.53，P< 0.001），而血清 NT-proBNP 浓度偏高

（t = 6.10，P< 0.001）；相关分析显示，心力衰竭患者的抑郁状况与血清 25（OH）D 浓度呈负向相关

（r=-0.31，P= 0.014），与血清 NT-proBNP 浓度正向相关（r=0.29，P= 0.006）。结论　心力衰竭患者

的抑郁发生率较高；心力衰竭患者抑郁的危险因素有：并发高血压、并发 COPD、血清 25（OH）D 浓

度降低（＜ 50 nmol/L）及血清 NT-proBNP 浓度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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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ression status and related factors of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PAN Lihong，WANG Jijun，XU Linqun，et al. Shanghai Pudong District Nanhui Mental Health Center，Shang-
hai 201399，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epression status and related factors of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Method　

By using homemad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record sheet and Centre of Epidemiological Studies-Depression scale（CES-D），

the depressive status of 132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were assessed. Results　Incidence of depressive of heart fail-

ure patients was 49.2％，and the CES-D score was 15.96±8.71，both them were higher than city norm（χ2=14.95，

P<0.001；t=3.02，P=0.003）；The incidence of depressive of heart failure patients complicated with chronic obstruc-

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hypertension，and the level of serum 25（OH）D ＜ 50 nmol/L were higher than the 

heart failure patients without COPD or hypertension，and the patients with the level of serum 25（OH）D above 50 nmol/L

（χ2=4.78，P=0.029；χ2=5.92，P=0.015；χ2=18.69，P<0.001）；Compared with patients without depressive symp-

toms，the level of serum 25（OH）D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was lower（t=-9.53，P<0.001），and the level 

of serum NT-proBNP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was higher（t=6.10，P<0.001）；There was negative correla-

tion between the serum 25（OH）D and CES-D score（r=-0.31，P=0.014），and ther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erum NT-proBNP and CES-D score（r=0.29，P=0.006）. Conclusion　The incidence of depression was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The risk factors for depression of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were with COPD or hypertension，

the level of serum 25（OH）D become lower（＜ 50 nmol/L），and the level of serum NT-proBNP increased.

【Key Word】The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Depressive symptoms；Centre of Epidemiological Studies-Depression 

scale（CES-D）；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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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力衰竭的发病率在世界范围内逐步上升，同时

多中心研究显示心力衰竭患者的抑郁发生率处于较高

水平，心力衰竭患者抑郁发生率可达 60％以上，五

年存活率［1-4］。心力衰竭患者抑郁症状增加会导致患

者入院次数增多，住院成本大大增加，从而大大影响

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因此，心力衰竭患者的

抑郁状况急需重视，制定综合的抗抑郁措施来改善心

力衰竭患者的抑郁状况是非常必要的。为了系统全面

研究心力衰竭患者抑郁的相关因素，我们在心力衰竭

患者中进行其抑郁症状的相关因素分析，以便为心力

衰竭患者综合抗抑郁策略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为 2016 年 3 月 ~10 月在上海市浦东医院门诊进

行复查的 132 名心力衰竭患者。所有患者经心内科

两名主治以上医师共同确诊为心力衰竭。排除标准：

重型具有自杀倾向的抑郁症患者（由两名精神科主治

及以上医师采用《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版》，ICD-10
进行诊断评估）；正在服用抗抑郁药物的个体；6 个月

内服用过维生素 D 补充剂；癌症或肿瘤患者；胃肠切

除术后或吸收不良；具有吸毒、药物滥用及酗酒史；

营养不良或神经性厌食症。共纳入研究对象 132 名。

所有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本研究得到了院伦理委

员会的批准。

1.2　方法

1.2.1　资料数据搜集　采用自制的一般资料表记

录患者年龄、性别、体重指数、是否抽烟、是否并发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否并发糖尿病、是否

并发高血压、是否服用 ACE/ARB 类药物、是否服用

β- 受体阻滞剂、是否服用利尿剂等信息。同时记录

患者最近一次检查时的血清肌酐浓度、NT-proBNP 浓

度、左心室射血分数等并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测定研究

对象血清 25- 羟基维生素 D ［25（OH）D］的浓度。

1 .2 .2　抑郁状况评估　采用流调中心抑郁自

评量表中文版（Centre of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对患者的抑郁状况进行测

试。CES-D 主要测试受访者 1 周内的抑郁状况，其

包含有 20 个条目，采用 0 分（偶尔或无或小于 1 天）

~3 分（多数时间或持续 5~7 天）4 点计分法，分值范

围为 0~60 分。≥ 16 分被认为是存在抑郁症状，分

值越高表明抑郁症状越严重。该量表能够较好地显

示群体抑郁状况的评估并被广泛应用，且在心力衰

竭患者中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软件对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构成比的检验采用 χ2 检验；计

量资料对比检验采用 T 检验，相关系分析采用 person

相关分析。统计学显著性水准设为双侧 P 值 <0.05。

2　结果

2.1　CES-D 测试 结果

本组 CES-D 分为 15.96±8.71，高于我国城市常

模［9］（13.24±10.33，n=16047），具有显著统计学差

异（t =2.96，P=0.007）。其中 CES-D 分值≥ 16 分

的患者有 65（49.2％，65/132），也高于我国城市常

模［9］（33.3％，5344/1604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14.95，P<0.001）。

2.2　心力衰竭患者抑郁危险因素分析

心力衰竭患者存在抑郁（CES-D 分≥ 16 分）

与不存在抑郁（CES-D 分＜ 16 分）一般资料比较，

见表 1。可见，并发 COPD、并发高血压及血清 25
（OH）D 浓度＜ 50 nmol/L 的心力衰竭患者的抑郁发

生率显著高于没有并发 COPD、没有并发高血压及

血清 25（OH）D 浓度≥ 50 nmol/L 的患者，其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χ2=4.78，P=0.029；χ2=5.92，

P=0.015χ2=18.69，P<0.001）。同时，具有抑郁症

状心力衰竭患者与不具有抑郁症状的患者相比，其

血清 25（OH）D 浓度偏低（t = -9.53，P<0.001），而

血清 NT-proBNP 浓度偏高（t =6.10，P<0.001）；心

力衰竭患者的抑郁发生率与性别、年龄、体重指数、

是否抽烟、是否并发糖尿病、是否服用 ACE/ARB 类

药物、是否服用β- 受体阻滞剂、是否服用利尿剂、

血清肌酐浓度、左心室射血分数等没有关系。

2.3　心力衰竭患者抑郁症状的相关性分析

进一步对搜集到的计量资料数据与心力衰竭患

者的 CES-D 分进行 person 相关分析，见表 2。可见，

心力衰竭患者的 CES-D 分与其血清 25（OH）D 浓度

负向相关（r=-1.33，P=0.011），与 NT-proBNP 浓度

正向相关（r=1.27，P=0.014），与年龄、体重指数、

血清肌酐浓度、左心室射血分数不相关。

3　讨论

本研究中，心力衰竭患者近一半（49.2％）存在

抑郁症状，其抑郁发病率和 CES-D 分均高于我国城

市常模。该结果表明，心力衰竭患者的情绪状况较

差，抑郁症状发生率高，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亟

需制定用于改善心力衰竭患者抑郁状况的治疗措施，

这对于提升心力衰竭患者的生活质量和治疗效果都

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结果与以往的多个研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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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相一致。

本研究结果显示，具有并发症高血压、COPD

的心力衰竭患者的抑郁发生率高于未并发高血压、

COPD 的患者，而抑郁发生率与是否并发糖尿病没有

关系。其原因可能为心理衰竭患者本身为心血管疾

病，其并发的高血压和 COPD 较糖尿病更难控制，这

给患者的心理上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从而导致患者

的抑郁发生率升高。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并发高血

压和 COPD 的心力衰竭患者更应当关注其抑郁状况，

必要时采取针对性的抗抑郁措施来改善其抑郁状况。

研究结果显示，具有抑郁症状的心力衰竭患者的

血清维生素 D 水平显著低于没有抑郁症状的患者，且

血清 25（OH）D 浓度＜ 50 nmol/L 的患者的抑郁发生

率显著高于血清 25（OH）D 浓度≥ 50 nmol/L 的患者，

进一步的关联分析也显示患者的血清维生素水平与其

抑郁状况负向相关，与我们前期研究结果一致［5］。结

果表明，心力衰竭患者的抑郁状况与其血清维生素 D

水平存在相关性，对患者进行补充维生素 D 制剂，提

升其血清维生素 D 水平有望改善患者的抑郁状况。该

结果与 Ohansson 等［6-7］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维生素 D 参与调节抑郁症状已被多个研究结果

支持。维生素 D 受体（VDR）位于大脑与抑郁和情感

行为相关的重要区域，包括海马回和下丘脑［8］。维

生素 D 参与启动合成抑郁相关的单胺类神经递质 5
羟色胺等［9］。也有学者提出［6］，较低的维生素 D 浓

度，导致患者活动能力下降，户外活动减少，抑郁

状况恶化。反过来，抑郁症状出现，导致户外活动

减少，日光照射不足，导致维生素 D 浓度进一步降

低，形成了恶性循环，并相互促进。维生素 D 调节

抑郁症状的确切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

本研究还发现，具有抑郁症状的心力衰竭患者的

血清 NT-proBNP 浓度显著高于不存在抑郁症状的患

者，且相关分析也显示心力衰竭患者的抑郁状况与血

清 NT-proBNP 浓度正向相关。NT-proBNP 是 proBNP

分解过程中的无活性 N- 部分，proBNP 是心室肌在过

度扩张时分泌的，与心衰的程度有正相关性。研究结

果表明，心衰的程度越严重，其抑郁状况也越差，两

者是相辅相成的。进一步表明，改善心力衰竭患者的

抑郁状况有助于其心力衰竭的治疗效果。

表1　心力衰竭患者抑郁与非抑郁者一般资料的比较，n（％）

项目 抑郁（n=65）非抑郁（n=67） 统计结果

性别

　　男（n=87） 43（49.4％） 44（50.6％）

　　女（n=45） 22（48.9％） 23（51.1％） χ2=0.00，P=0.953

是否抽烟

　　是（n=25） 13（52.0％） 12（48.0％）

　　否（n=107） 52（48.6％） 55（51.4％） χ2=0.09，P=0.759

是否并发COPD

　　是（n=41） 26（63.4％） 15（36.6％）

　　否（n=91） 39（42.9％） 52（57.1％） χ2=4.78，P=0.029

是否并发糖尿病

　　是（n=35） 13（37.1％） 22（62.9％）

　　否（n=97） 52（53.6％） 45（46.4％） χ2=2.79，P=0.095

是否并发高血压

　　是（n=59） 36（61.0％） 23（39.0％）

　　否（n=73） 29（39.7％） 44（60.3％） χ2=5.92，P=0.015

是否服用ACE/ARB类药物

　　是（n=105） 54（51.4％） 51（48.6％）

　　否（n=27） 11（40.7％） 16（59.3％） χ2=0.98，P=0.322

是否服用β-受体阻滞剂

　　是（n=82） 38（46.3％） 44（53.7％）

　　否（n=50） 27（54.0％） 23（46.0％） χ2=0.73，P=0.393

是否服用利尿剂

　　是（n=120） 60（50.0％） 60（50.0％）

　　否（n=12） 5（41.7％） 7（58.3％） χ2=0.30，P=0.582

血清25（OH）D浓度（nmol/L）31.16±9.66 47.28±9.77 t=-9.53，P<0.001

＜50 nmol/L（n=103） 61（59.2％） 42（40.8％）

≥50 nmol/L（n=29） 4（13.8％） 25（86.2％） χ2=18.69，P<0.001

 年龄（岁） 60±12 62±11 t=-1.00，P=0.320

体重指数（kg/m2） 26.6±5.3 27.35.4 t=-0.75，P=0.454

血清肌酐浓度（μmol/L） 120.9±19.7 115.8±18.6 t=1.53，P=0.129

NT-proBNP浓度（pg/ml） 3567±1523 2109±1211 t=6.10，P<0.001

左心室射血分数 32±11 33±12 t=-0.50，P=0.619

表2　心力衰竭患者抑郁状况与相关因素的相关性分析（r）

项目 r P值

年龄 0.12 0.768

血清25（OH）D浓度（nmol/L） -1.33 0.011

体重指数（kg/m2） 0.13 0.692

血清肌酐浓度（μmol/L） 0.07 0.921

NT-proBNP浓度（pg/ml） 1.27 0.014

左心室射血分数 0.35 0.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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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未发现心力衰竭患者的抑郁状况与性别、

年龄、体重指数、是否抽烟等相关，也未发现与其抑

郁状况与服用的治疗药物种类（ACE/ARB 类药物、β-

受体阻滞剂、利尿剂）、血清肌酐浓度及左心室射血

分数等相关。表明以上这些因素并不会影响心力衰竭

患者的抑郁状况。Lesman-Leegte 等［2］的研究显示，心

力衰竭患者具有较高的抑郁发病率，且抑郁症状的程

度与性别有关，女性大于男性。该研究结果与本研究

不同。本研究受研究样本数量和取样范围等的限制，

确切的研究结论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来确认。

本研究结果显示，心力衰竭患者的抑郁状况较

差，在其治疗的过程中采取必要的抗抑郁措施有助

于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和提升患者的治疗效果。心

力衰竭患者抑郁的危险因素有并发高血压、COPD、

血清 25（OH）D 浓度＜ 50 nmol/L，且心力衰竭患者

的抑郁状况与患者的血清 25（OH）D 浓度呈负向相

关，与血清 NT-proBNP 浓度呈正向相关。因本研究

样本量偏小，研究结果的的代表性偏低，进一步的

研究将会增加研究样本的数量并扩大采样的范围，

以使研究的结论具有更广泛的指导意义。后期也将

进一步探讨具体抗抑郁措施对于改善心力衰竭患者

的抑郁症状的疗效，心理卫生的倡导重视对于提高

心力衰竭患者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 Stewart S，MacIntyre K，Hole DJ，et al. More 'malignant' 

than cancer? Five-year survival following a first admission for 

heart failure［J］. Eur J Heart Fail，2001，3（3）：315-322.

2. Lesman-Leegte I，Jaarsma T，Sanderman R，et al. Depres-

sive symptoms are prominent among elderly hospitalised heart 

failure patients［J］. Eur J Heart Fail，2006，8（6）：634-640.

3. Johansson P，Lesman-Leegte I，Lundgren J，et al. Time-

cours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J］. 

J Psychosom Res.2013，74（3）：238-243.

4. Cheng Y，Zheng L，Sun NH，et al.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edication Compliance in Discharged Depressive 

Patients and Recurrence Situation ［J］. Journal of Psychiatry 

and Brain Science，2016；1（3）：1.

5. 潘丽红，张雪红，姚琳，等 . 抑郁症患者血清维生素 D 水

平的研究［J］.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14，24（4）：230-231.

6. Johansson P，Alehagen U，van der Wal MH，et al. Vitamin D 

level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J］. Int J Cardiol.2016，207：185-189.

7. 潘丽红，陈燕萍，姚琳，等 . 维生素 D 治疗抑郁症的增效

作用［J］. 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2015，15（1）：48-52.

8. Eyles DW，Smith S，Kinobe R，et al. Distribution of the vi-

tamin D receptor and 1 alpha-hydroxylase in human brain［J］. 

J Chem Neuroanat，2005，29（1）：21-30.

9. Kesby JP，Eyles DW，Burne THJ，et al. The effects of vita-

min D on brain development and adult brain function［J］. Mol 

Cell Endocrinol.2011，347（1-2）：121-127.

（收稿日期：2018 年 1 月 12 日）

患者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副反应量表的影响［J］. 河北中医

药学报，2014，29（3）：32-33.

8. Maes M . Evidence for an immune response in major depression：

A review and hypothesis［J］. Progress in Neuro-Psychopharma-

cology and Biological Psychiatry，1995，19（1）：11-38.

9. Fitelson E，Mcgibbon C .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of Be-

havioral Health Disorders in Women［J］. Obstetrics and Gyne-

cology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2016，43（2）：231-246.

10. 吴如燕，陈刚 . 抑郁症、焦虑症及躯体形式障碍共病研

究现状［C］// 国际抑郁共病暨全国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学

术研讨会 .2014.

11. 郭青山，刘忠纯，姚丽华，等 . 抑郁症患者治疗前后血清

白介素 -6 及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水平的变化及其相应的

临床意义［J］.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2015，42（2）：15-18.

12. 干静，汤荟冬，王瑛，等 .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血清 IL-10
和 sIL-6R 水平的变化［J］. 中国神经免疫学和神经病学杂

志，2005，12（4）：216-218.

13. 陈莹，刘胜武 . 抑郁症患者血清 IL-1β、IL-6、全血 SOD

水平的研究［J］. 神经损伤与功能重建，2010，5（1）：74-75.

14. 张晋碚，黄兴兵，关念红，等 . 广泛性焦虑症与抑郁症

患者免疫、内分泌及单胺递质的对照研究［J］. 中华精神科

杂志，2004，37（4）：211-214.

15. 叶刚，汤臻，李歆，等 . 首发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外周

血炎性细胞因子与焦虑症状的相关性［J］. 中华行为医学与

脑科学杂志，2016，25（8）：709.

16. 宋旭红，李凌飞，徐世林，等 . 不同分型焦虑障碍住院

患者 150 例心理状况与免疫功能关系调查分析［J］. 中国药

物与临床，2015，15（11）：1539-1542.

17. 刘兰英，陈炜，冯斌 . 中医药治疗对抑郁症免疫功能影响

的研究进展［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4（11）：3502-3504.

18. 郑蕾，王艺明 . 抑郁症患者血清 IFN-γ、IL-10 的变化

及与生活事件、防御方式的相关研究［J］. 免疫学杂志，

2012，28（7）：607-609.

19. 杨洁，王刚 . 新型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的抗抑郁治疗：

多受体效应与临床作用［J］. 中华精神科杂志，2018，51
（2）：145-148.

20. 王纯，张宁，张亚林，等 . 团体归因治疗与 5- 羟色胺再

摄取抑制剂治疗抑郁和焦虑症状的对照研究［J］. 中华精神

科杂志，2017，50（3）：187-192.

（收稿日期：2019 年 2 月 28 日）

上接第 42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