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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末期肾病血液透析干预期伴发抑郁的危险因素分析

王林风 、 孙福海 、 柴晓培 、 王勇刚 、 张献朝

【摘要】目的　观察终末期肾病（ESRD）血液透析干预期伴发抑郁的危险因素。方法　 纳入

201� 年 � 月 ~2017 年 � 月于我院收治的 1�0 例 ESRD 血液透析患者为研究对象，进行回顾性分析。

统计患者一般资料、病理学资料，按照血液透析干预期抑郁发生情况将其分为抑郁组与非抑郁组，

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法分析 ESRD 血液透析干预期伴发抑郁的独立影响因素。结果　1�0 例

患者血液透析干预期有 4� 例发生抑郁，发生率为 �2.00％。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家庭人均

月收入、心脑血管并发症、内瘘手术次数、血红蛋白、血清白蛋白是 ESRD 血液透析干预期伴发抑

郁的独立影响因素（P< 0.0�）。结论　ESRD 血液透析干预期易发抑郁，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伴有心

脑血管并发症、内瘘手术次数多及血红蛋白、血清白蛋白异常都促进了 ESRD 血液透析患者抑郁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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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factors of end-stage renal disease during hemodialysis intervention with depression 
　　WANG Linfeng，SUN Fuhai，CHAI Xiaopei，et al. Department of Nephrology and Rheumatology，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Pingdingshan City，Henan Province，Pingdingshan，467000

【Abstract】 Objectives　In order to observe the risk factors of end-stage renal disease（ESRD）expected to ac-

company depression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Methods　150 ESRD hemodialysis patients who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3 to June 2017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The general data and pathological data of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depression group and non depression group according to the expected depressive condition of hemodialy-

sis dry，and the independent factors of the expected associated depression in ESRD hemodialysis dry were analyzed 

by multiple factor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In150 patients，48 cases of hemodialysis were found to have 

depression，the incidence was 32％.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family monthly income per 

capita，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complications，the number of internal fistula operations，hemoglobin，and 

serum albumin were independent factors for the expected associated depression in ESRD hemodialysis dry（P<0.05）. 

Conclusions　ESRD hemodialysis is expected to be prone to depression，family per capita monthly income is low，

complications of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more times of internal fistula operation and abnormal he-

moglobin and serum albumin promote the occurrence of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ESRD hemodialysis.

【Keywords】End stage renal disease；Hemodialysis；Depression；Risk factors

终末期肾病（End stage renal disease，ESRD）即

为肾萎缩或尿毒症，临床上多采用肾脏替代治疗（腹

膜透析、血液透析和 / 或肾脏移植等）来维持正常生

理需求［1］。有报道称血液透析虽是 ESRD 患者主要治

疗手段，但属于有创伤性治疗方法，通常每周需要

进行 2~3 次，且需长期坚持，甚至终身治疗，会引

起不同程度的并发症，如皮肤瘙痒、贫血、透析性

骨病等，还会给患者带来多种心理问题［2］。另有报

道称多数血液透析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

大约 53％的患者有抑郁、焦虑表现，这些情绪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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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增加并发症、心脑血管风险、促进自杀行为等方

面有显著作用，直接关系着患者不良预后［3］。基于

此，本文主要探讨促进 ESRD 血液透析患者抑郁障

碍发生、发展的关联因素，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 2013 年 6 月 ~2017 年 6 月于我院收治的 150
例 ESRD 血液透析患者为研究对象，开展回顾性分

析，本研究获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纳入标准：

（1）符合《肾脏病诊疗指南》［4］中相关诊断标准；（2）
血液透析时间≥ 3 个月，每周透析时间＞ 12h，或

尿素清除指数＞ 1.2；（3）年龄≥ 18 岁，首诊患者；

（4）思维与表达能力正常；（5）对本研究知情且签署

同意书。排除标准：（1）存在明确精神病史、文盲、

严重智力低下、听力受损；（2）近 1 个月接受抗抑郁

类药物治疗，或长期服用西比灵、利血平等可能诱

发抑郁的药物；（3）合并急性左心功能衰竭、严重感

染；（4）恶性肿瘤。150 例患者中男 62 例，女 88 例，

年龄 18~78 岁，平均年龄（48.21±12.27）岁。

1.2　方法

1.2.1　血液透析方法　所有患者均接受血液透

析治疗，采用德国费森尤斯卡比 4008-B 型透析机

及威高 DBB-27C 透析机，及威高透析器透析有效面

积为 1.6m2，并使用威高 JRHLL-020 型号动静脉血

液管路，以碳酸氢盐为透析液，调整流量为 500ml/

min，血流量为 200~300ml/min，每周 2~3 次 / 周，

4h/ 次。患者病情好转后按照实际情况对超滤量与超

滤模式进行适当调整，连续治疗 1 年。

1.2.2　研究方法　观察并记录患者血液透析干

预期间其临床症状、体征变化，统计患者一般及病

理资料。抑郁诊断：所有患者均行半定式精神检查，

参考《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精神障

碍分类）》［5］中抑郁发作诊断标准，由 2 位中级职称

以上的心身科医师进行诊断，采用统一指导语，行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6］测定，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746，共 7 个因子、24 个项目，即焦虑 / 躯体化、

体重减轻、日夜变化、睡眠障碍、迟缓、认知障碍、

绝望感。按 Likert's 5 点计分法，每条目 0~4 分，总

分 0~96 分，行抑郁指数换算（抑郁指数 = 总分 /96
分 ×100％）。其中，无抑郁：抑郁指数＜ 50％；轻

度抑郁：抑郁指数 50％~59％；中度抑郁：抑郁指数

60％~69％；重度抑郁：抑郁指数＞ 70％。按照血液

透析干预期抑郁发生情况将其分为抑郁组与非抑郁

组，分析 ESRD 血液透析干预期伴发抑郁危险因素。

1.�　观察指标 

统计患者一般及病理资料，包括一般情况（年

龄、性别）、社会性因素（婚姻、文化程度等）、健

康行为与生活方式（是否吸烟、是否饮酒）、医源性

因素（有无心血管并发症及脑血管并发症等）、透析

参数（透析时间、透析次数、通路、内瘘次数等）、

实验室检查指标（血红蛋白、血清白蛋白等），分析

ESRD 血液透析干预期伴发抑郁危险因素。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0 处理数据，计量资料用（x±s）
表示，组间行 t 值检验。计数资料计算构成比，组间

行 χ2 检验；单因素分析采用 χ2 检验，并采用多因

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法分析 ESRD 血液透析干预期伴

发抑郁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 时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血液透析干预期抑郁发生情况比较 

150 例 ESRD 患者在接受血液透析治疗期间有

48 例发生抑郁，发生率为 32.00％。

2.2　影响 ESRD 血液透析干预期伴发抑郁的单

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ESRD 血液透析干预期伴

发抑郁与工作状态、家庭人均月收入、心血管并发

症、脑血管并发症、内瘘手术次数、血红蛋白、血

清白蛋白、血尿酸有明显相关性（P<0.05），见表 1。

2.� 　ESRD 血液透析干预期伴发抑郁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将上述有差异的单因素作为自变量，按连续变

量赋值，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统计分析，采用逐

步回归的方法筛选变量。结果显示，家庭人均月收

入、心脑血管并发症、内瘘手术次数、血红蛋白、

血清白蛋白是 ESRD 血液透析干预期伴发抑郁的独

立影响因素（P<0.05），见表 2。

3　讨论

有报道称 ESRD 患者抑郁发生风险较其它慢性疾

病及普通人群高，尤其是进入维持性血液透析阶段

后，患者全身系统症状虽缓解，但维持性血液透析

仅为替代疗法，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故其仍存

在情绪低落、兴趣丧失、躯体疼痛等症状，会进一步

提高抑郁发病率［7］。有报道称在 ESRD 血液透析患者

中，由于测量及诊断抑郁标准与方法不尽相同，故

抑郁患病率计算结果也不同，大部分处于 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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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影响ESRD血液透析干预期伴发抑郁的单因素分析【（x±s），n（％）】

因素 例数 抑郁组（n=48） 非抑郁组（102） χ2/t P

年龄 ＜45岁 31 10（20.83） 21（20.59） 0.007 0.996

45~60岁 57 18（37.50） 39（38.23）

＞60岁 62 20（41.67） 42（41.18）

性别 男 62 18（37.50） 44（43.14） 0.428 0.513

女 88 30（62.50） 58（56.86）

婚姻状态 已婚 122 42（87.50） 80（78.43） 1.768 0.184

未婚 28 6（12.50） 22（21.57）

工作状态 在职 75 16（33.33） 59（57.84） 7.843 0.005

非在职 75 32（66.67） 43（42.16）

文化程度 小学及初中 27 10（20.83） 17（16.67） 0.533 0.766

高中及中专 68 22（45.84） 46（45.10）

大专及以上 55 16（33.33） 39（38.23）

家庭人均月收入 ＞5000元 67 11（22.92） 56（54.90） 16.436 0.000

2000~5000元 67 27（56.25） 40（39.22）

＜2000元 16 10（20.83） 6（5.88）

是否吸烟 是 81 21（43.75） 60（58.82） 2.986 0.084

否 69 27（56.25） 42（41.18）

是否饮酒 是 84 28（58.33） 56（54.90） 0.156 0.693

否 66 20（41.67） 46（45.10）

有无心血管并发症 有 77 40（83.33） 37（36.27） 28.933 0.000

无 73 8（16.67） 65（63.73）

有无脑血管并发症 有 70 30（62.50） 40（39.22） 7.110 0.008

无 80 18（37.50） 62（60.78）

有无高血压并发症 有 108 32（66.67） 76（74.51） 0.996 0.318

无 42 16（33.33） 26（25.49）

有无糖尿病并发症 有 101 34（70.83） 67（65.69） 0.393 0.531

无 49 14（29.17） 35（34.31）

透析时间 ≥2年 33 9（18.75） 24（23.53） 0.434 0.509

＜2年 117 39（81.25） 78（76.47）

月透析次数 ＜5次 23 5（10.42） 18（17.65） 2.215 0.330

5～10次 95 30（62.50） 65（63.73）

＞10次 32 13（27.08） 19（18.62）

不同内瘘（置管） 无 15 3（6.25） 12（11.76） 10.432 0.005

手术次数 1次 114 32（66.67） 82（80.40）

≥2次 21 13（27.08） 8（7.84）

血管通路方式 直穿 29 9（18.75） 20（19.61） 0.606 0.738

静脉置管 95 29（60.42） 66（64.71）

自体动静脉内瘘 26 10（20.83） 16（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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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8］。本研究发现，150 例 ESRD 患者血液透析干

预期抑郁发生率为 32.00％，这与上述报道吻合。

本研究显示，ESRD 血液透析干预期伴发抑郁与

性别、年龄、婚姻状态、文化程度、是否吸烟及饮酒、

有无高血压及糖尿病并发症、透析参数（除内瘘手

术次数外）均无明显相关性，这与经铃等［9］研究结

论相似。但有报道称 ESRD 血液透析女性患者抑郁

发病率高于男性，可能与患者本身特殊性有关；低文

化程度患者对疾病起因、发展及预后认识不足，心

理负面情绪适应过程较慢，可能产生认知偏差，抑

郁发病风险较高；非在职患者缺少工作，生活缺乏目

标与动力，与人相处交流机会，获得社会支持较少，

会间接促进抑郁发生；通常丧偶或离异、未婚的患

者缺少家庭支持，可能致使抑郁风险上升［10］。而关

于透析时间对 ESRD 血液透析患者抑郁发病的影响，

相关研究结论不一，有研究称透析时间长（＞ 2 年）

的患者，抑郁发病率较高；而本文中发现透析时间

长短对患者抑郁并无显著影响，可能机制如下：抑郁

可能在 ESRD 血液透析患者中稳定存在着，或透析

过程中未充分觉察到抑郁并予以相应治疗，部分患

者对透析本身有抵触心理及抑郁情绪，即使经过充

分血液透析后，其抑郁情绪仍未显著改变［11］。笔者

认为，目前相关研究中心理评测工具不同，ESRD 血

液透析患者抑郁部分影响因素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

故患者一般情况、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社会性因

素（除家庭人均月收入外）与抑郁的关系尚需进一步

验证。本研究显示，家庭人均月收入是 ESRD 血液

透析干预期伴发抑郁的独立影响因素，可能与微薄

的经济收入和高昂的透析相关费用所形成的巨大心

理压力有关。笔者认为，个人经济收入很大程度上

反映了患者在家庭及社会之间的地位，直接或间接

与个人幸福感挂钩，个人经济收入越高，代表患者

在社会及家庭中地位越高，对待各项事物的兴趣越

浓厚，一定程度上能降低抑郁障碍发生率，但目前

关于这一点尚缺乏经济、社会及心理学专家系统研

究；另外，部分 ESRD 患者血液透析时面临高昂治疗

费用，而个人经济收入能直接影响其社会心理状态，

促使抑郁发生。

本研究显示，心脑血管并发症是 ESRD 血液透

析干预期伴发抑郁的独立影响因素。曹爽［12］认为，

心血管疾病的发病机制与促炎性细胞因子有关，炎

性反应与免疫机制可介导心血管疾病及抑郁的产生，

故心血管并发症很大程度上对 ESRD 患者血液透析

患者抑郁具有一定促进作用。常玲玲等［13］认为，心

脑血管并发症提高了 ESRD 血液透析患者至少 2 倍

以上的抑郁发病率。笔者认为，ESRD 血液透析患者

合并脑血管并发症时，脑组织缺氧缺血或水肿，会

释放大量 5- 羟色胺等血管活性物质，促进抑郁发生；

另外，心脑血管疾病可能还会使患者兴趣丧失，情

绪低落，生活信心下降，间接引起抑郁。

本研究显示，内瘘手术次数是 ESRD 血液透析

干预期伴发抑郁的独立影响因素，可能是内瘘手术

次数增多，加重手术创伤，增加其心理生理负担，

降低其对血液透析治疗的信心，导致抑郁的发生。

有报道称 2 次及以上内瘘手术次数患者抑郁障碍患

病风险更高，这与本研究结论吻合［14］。内瘘（置管）

手术次数间接反映了 ESRD 病程状态，每次内瘘（置

管）手术会增加患者经济负担，同时内瘘术式的优

表2　ESRD血液透析干预期伴发抑郁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
析结果

变量 β S. E. Wald P OR 95％CI

工作状态 0.199 0.282 0.498 0.679 1.225 0.705~2.118

家庭人均月收入 -1.720 0.604 8.109 0.004 4.061 1.046~15.917

心血管并发症 2.649 0.729 13.204 0.003 23.662 2.912~42.365

脑血管并发症 3.108 0.756 16.901 0.026 4.064 1.014~15.857

内瘘手术次数 3.164 1.064 8.843 0.000 8.687 2.90~29.140

血红蛋白 2.590 1.126 5.291 0.038 0.976 0.956~0.999

血清白蛋白 3.052 1.168 6.828 0.000 0.758 0.675~0.848

血尿酸 1.527 1.792 0.726 0.517 0.998 0.995~1.008

有无透析并发症 有 83 23（47.92） 60（58.82） 1.571 0.210

无 67 25（52.08） 42（41.18）

透析充分性（KT/V） 1.16±0.31 1.06±0.47 1.342 0.182

蛋白分解代谢率（％） 0.68±0.28 0.73±0.37 0.830 0.408

血红蛋白（g/l） 97.87±18.20 104.08±17.68 1.988 0.048

血清白蛋白（g/l） 32.92±4.85 35.96±4.43 3.802 0.000

血尿酸（μmol/l） 347.35±126.67 458.26±343.67 2.166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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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还会影响其对血液透析治疗的依从性，故内瘘（置

管）手术次数与抑郁的发生有关。

本研究显示，血红蛋白（Hb）、血清白蛋白

（ALB）是 ESRD 血液透析干预期伴发抑郁的独立影

响因素；而血红蛋白、血清白蛋白水平下降多源于机

体水电解质失衡及肝脏功能严重损伤，虽与抑郁发

病无直接关系，但考虑严重肝脏功能减退可能预示

ESRD 患者步入病程末期，导致其承受着较大的生理

痛苦及心理压力，故其抑郁障碍患病风险较高。张

晓庆等［15］报道血红蛋白、血清白蛋白水平下降会降

低 ESRD 血液透析患者机体抵抗力，活化炎症因子，

经铁代谢障碍、促进红细胞生成素抵抗、抑制骨髓

红细胞生成等机制诱发贫血，引起营养不良，降低

血管内胶体渗透压，使外周组织水肿增加，加重血

脏前负荷，患者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增加，导致抑

郁患病率增加。血尿酸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ESRD

血液透析患者抑郁情感症状，可能与患者脑内神经

元 DNA 氧化损伤有关，但本文发现其与抑郁的发生

无明显关系，有待进一步探讨。

综上，家庭人均月收入、心脑血管并发症、内

瘘手术次数及血红蛋白、血清白蛋白水平与 ESRD

血液透析干预期伴发抑郁有关，防治上述危险因素

有助于降低患者抑郁患病率，改善其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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