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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脑创伤患者手术后抑郁和血脂的关系

万学锋

【摘要】目的　颅脑创伤患者手术后抑郁和血脂的关系。方法　选取 2017 年 8 月 ~2019 年 1 月于

我院接受治疗的 84 例颅脑创伤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是否出现抑郁症（SDS 评分≥ 53 分为抑郁症）

将患者分为两组，对照组无抑郁症，共 46 例，观察组合并抑郁症，共 38 例，比较两组患者的血脂

水平（总胆固醇 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 LDL-C 以及甘油三酯

TG），使用多因素 Logisitic 分析颅脑创伤患者术后抑郁的危险因素，并使用 Pearson 法分析血脂水平

与抑郁水平的相关性。结果　观察组 TC，LDL-C 和 TG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HDL-C 水平低于对照组

（P< 0.05）；Logisi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 TC 水平、低 HDL-C 水平、高 LDL-C 水平以及高 TG 水

平是颅脑创伤患者术后抑郁的危险因素；Pearson 法分析结果显示，SDS 评分与 TC、HDL-C、LDL-C

以及 TG 的相关系数 r 分别为 0.402、-0.227、0.389、0.513。结论　颅脑创伤患者术后抑郁的发生与

血脂水平相关，TC 水平、LDL-C 以及 TG 水平升高、HDL-C 水平降低提示患者有抑郁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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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toperative fat depression and blood lipids in postoperative pa-
tients with traumatic brain injury　　WAN Xuefeng.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The Zhumadian city center Hos-
pital，Zhumadian 463000，China

【A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toperative fat depression in postoperative pa-

tients with blood lipids an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Method　-four postoperative patients with craniocerebral injury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17 to January 2019 were selected as subjects.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re 

was depression（SDS score ≥ 53），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the patients without depression were 

control group（n=46），th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were observed group（n=38）. Blood lipid levels（total cholesterol 

TC，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evel LDL-C，and triglyceride 

TG）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Multivariate Logisitic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of depression in 

postoperative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brain injury，and Pearson's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blood lipid levels and depression levels. Result　The level of TC，LDL-C，TG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the HDL-C level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Multivariate Logisi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high TC levels，low HDL-C levels，high LDL-C 

levels，and high TG levels were risk factors for postoperative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brain injury. Pears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r of SDS scores with TC，HDL-C，LDL-C and TG were 0.402，-0.227，

0.389，and 0.513，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re is a certain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occurrence of depression and 

blood lipid levels in postoperative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brain injury. The increase of TC level，LDL-C and TG levels，

and the decrease of HDL-C level suggest that patients have the risk of depression，which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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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脑创伤的发生率逐年增加 ［1-2］。有超过 40％

的患者在治疗后出现中重度残疾，有 30％~48％的

患者出现焦虑、抑郁障碍，不利于患者的预后 ［3-4］。

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了［5］，近年来抑郁症

与血脂的关系受到了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6］。

本次研究探讨血脂和颅脑创伤患者手术后抑郁的关

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取 2017 年 8 月 ~2019 年 1 月于我院接受治疗

的 84 例颅脑创伤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是否出现抑

郁症（SDS 评分≥ 53 分为抑郁症［7］）将患者分为两

组，对照组无抑郁症，共 46 例，年龄 48.33±4.26
岁，男性 31 例，女性 15 例，受教育年限 12.44±5.29
年，平均月收入 4862.77±1048.22 元，合并饮酒史

18 例，合并吸烟史 11 例，观察组合并抑郁症，共

38 例，年龄 49.02±4.33 岁，男性 27 例，女性 11 例，

受教育年限 12.53±5.07 年，平均月收入 5007.61±

1038.29 元，合并饮酒史 14 例，合并吸烟史 7 例，两

组患者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经济状况、合并饮

酒史、吸烟史比例无统计学差异。纳入标准：①患者

无精神疾病；②无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影响血脂代

谢的疾病；③近 1 个月内未服用抗抑郁药物；④无合

并免疫系统疾病；⑤无严重心、肺功能障碍生命垂危

患者；⑥所有患者均同意参与本次研究。

1.2　方法

1.2.1　SDS 评分调查　由我院 2 名专业培训的

医护人员担任调查员，通过面对面交谈的方式指导

患者完成 SDS 量表的填写，量表内容不得漏填，所

有量表当场收回，共发放 SDS 量表 84 份，回收 84
份，回收率为 100.00％，由医护人员统计调查结果

并将患者分组。

1.2.2　血脂水平检测　所有患者于第二天清晨

抽取 5ml 空腹静脉血送往检验科，使用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厦门海菲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检测患者的总

胆固醇 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低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水平 LDL-C 以及甘油三酯 TG 水平，检

测过程严格按照说明书步骤进行。

1.3　评价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的血脂水平（总胆固醇 TC、高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

LDL-C 以及甘油三酯 TG），使用多因素 Logisitic 分析

颅脑创伤患者术后抑郁的危险因素，并使用 Pearson

法分析血脂水平与抑郁水平的相关性。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计量数据用平均值

± 标准差（x±s）表示，两组独立样本间用 t 检验。

有统计学意义的相关因素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

析。P<0.05 表示为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血脂水平比较

两组患者 TC、HDL-C、LDL-C、TG 水平比较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1　两组患者的血脂水平比较（mmol/L）

组别 TC HDL-C LDL-C TG

观察组 5.51±0.32 0.83±0.15 3.95±0.29 2.26±0.36

对照组 4.21±0.25 1.26±0.15 3.02±0.24 1.09±0.30

t 2.088 2.317 2.214 2.259

P 0.041 0.024 0.033 0.029

2.2　多因素 Logisitic 回归分析

多因素 Logisi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 TC 水平、

低 HDL-C 水平、高 LDL-C 水平以及高 TG 水平是颅

脑创伤患者术后抑郁的危险因素。
表2　多因素Logisitic回归分析

项目 β SE（β）Wald-χ2 P值 OR值 OR下限OR上限

高TC水平 1.166 0.524 4.951 0.026 3.209 1.149 8.962

低HDL-C水平 0.700 0.308 5.166 0.023 2.012 1.101 3.677

高LDL-C水平 1.228 0.544 5.083 0.024 3.415 1.174 9.934

高TG水平 0.974 0.446 4.788 0.029 2.651 1.107 6.349

2.3　Pearson 法分析

Pearson 法分析结果显示，SDS 评分与 TC、

LDL-C 以及 TG 呈正相关关系，与 HDL-C 呈负相关

关系。
表3　Pearson法分析

相关系数r TC HDL-C LDL-C TG

SDS评分 0.402 -0.227 0.389 0.513

3　讨论

颅脑创伤后并发抑郁会改变机体代谢状态，导

致患者躯体功能恶化，对预后效果产生不利影响［8］。

血脂不仅人体重要的能源物质，同时也是生物膜的

重要组成成分，在细胞的信息传递过程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当血脂水平发生变化时，信号传递过程易

受到影响，从而导致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发生，因

此探究抑郁与血脂的关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9-10］。

本研究发现：高 TC 水平、低 HDL-C 水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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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L-C 水平以及高 TG 水平是颅脑创伤患者术后抑

郁的危险因素，SDS 评分与 TC、LDL-C 以及 TG 呈

正相关关系，与 HDL-C 呈负相关关系，说明颅脑创

伤患者术后抑郁与血脂有一定的相关性。可能的原

因是颅脑创伤患者术后出现抑郁后会增强交感神经

活动，增加儿茶酚胺的释放，从而使得脂蛋白酶的

活性增强，高活性的脂蛋白酶能加快脂肪组织中脂

质的溶解速度，使血中游离的脂肪酸增多，经肝脏

代谢合成 TG，引起 TG 水平增加［11-12］。颅脑创伤患

者合并抑郁后，还会激活体内的炎症系统，降低体

内 HDL-C 的水平从而发挥抗炎作用，抑郁与 HDL-C

的作用可能是双向的，HDL-C 水平的降低会引发炎

症引起的不良情绪，加重抑郁［13］，随着抑郁程度的

加重，抑郁情绪对机体交感神经的刺激增强，交感

神经活动性提高，使脂类尤其是 LDL-C 代谢异常，

LDL-C 水平身高［14］。

综上所述，颅脑创伤患者术后抑郁的发生与血

脂水平有一定的相关关系，TC 水平、LDL-C 以及

TG 水平升高、HDL-C 水平降低提示患者有抑郁症风

险，临床上应该加以重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只

是观察了抑郁和血脂水平之间的关系，未来需要进

一步研究来探讨其中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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