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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死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的风险因素

孙光明

【摘要】目的　探讨脑梗死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的风险因素。方法　选取 2016 年 2 月 ~2019 年 2 月我

院 420 例脑梗死患者作为调查对象，收集患者人口学特征、学历水平、婚姻状况、家属关心程度等资料，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调查 420 例脑梗死患者，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法

统计分析调查结果。结果　420 例脑梗死患者中，191 例患者合并焦虑症，占 45.48％，187 例患者合并

抑郁症，占 44.52％，焦虑合并抑郁 155 例，占 36.90％；合并焦虑抑郁总计 223 例，占 53.10％；年龄、

学历水平、婚姻状况、居住地、家属关心、失眠、活动障碍情况在是否合并焦虑抑郁的脑梗死患者中

是不同的（P<0.05）；经 Logistic 回归分析，＜ 60 岁、学历水平高、单身、家属不关心、失眠、活动障碍

是脑梗死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　脑梗死患者易患焦虑抑郁，＜ 60 岁、学

历水平高、单身、家属不关心、失眠、活动障碍是脑梗死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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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related risk factor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SUN Guangming.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Neurology, Zhengzhou Seventh People's Hospital of Henan 
Province，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related risk factor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Methods  From February 2016 to February 2019，420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in our hos-

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educational level，marital status and family care 

were collected. 420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were investigated by SAS and SDS. The results were analyzed by Lo-

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Among 420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191（45.48％）had anxiety disorder，

187（44.52％）had depression，155（36.90％）had anxiety and depression；there were totally 223 cases（53.10％）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there were difference in age，educational level，marital status，residence，family care，

insomnia and disturbance in motor activity between cerebral infarction patients with or without anxiety and depression

（P<0.05）.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less than 60 years old，with high educational level，single，un-

concerned family members，insomnia and disturbance in motor activity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P<0.05）. Conclusio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are prone to get 

anxiety and depression. Less than 60 years old，with high educational level，single，unconcerned family members，

insomnia and dysactivity a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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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死为常见脑血管疾病，多发于中、老年人，

患者可出现失语、肢体麻木、偏瘫等症状，严重影

响患者健康和生活质量［1］。脑梗死不仅会对患者生

理功能造成损伤，还会影响患者心理健康，从而影

响患者生活态度、治疗的依从性，不利于患者的康

复［2］。为了解影响脑梗死患者发生焦虑抑郁的相关

因素，本研究对我院 420 例脑梗死患者进行调查、

分析，报告如下。

1　资料及方法

1.1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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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2016 年 2 月～2019 年 2 月我院 420 例脑梗

死患者作为调查对象，其中男 225 例，女 195 例；年

龄 34~78 岁，平均（65.16±4.62）岁。

1.2　入选标准  

（1）纳入标准：符合《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

点》中脑梗死诊断标准［3］；病情平稳；意识清楚；患

者签署知情同意书。（2）排除标准：恶性肿瘤；言语

功能障碍；肝肾功能不全；急性感染；认知功能障碍；

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

1.3　调查方法

采用现场问卷的方式对脑梗死患者进行调查：

（1）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收集患者人口学资料及疾

病资料，人口学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学历水平、

经济状况、婚姻状况、居住地、家属关心等；疾病资

料包括梗死类型、头痛、失眠、活动障碍、不良反

应、住院时间等。（2）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

郁自评量表（SDS）评分评估脑梗死患者睡眠质量、

焦虑、抑郁状况［4］。SAS 包括 20 个条目，标准分

0～100 分，≥ 50 分即判定为焦虑，轻度：50～59 分，

中度：60～69 分，重度：≥ 70 分。SDS 包括 20 个条

目，标准分 0～100 分，≥ 53 分即判定为抑郁，轻度：

53～62 分，中度：63～72 分，重度：≥ 73 分。

本次调查共发放 420 份纸质调查问卷，共收

回 420 份调查问卷，有效问卷 420 份，回收有效率

100％。

1.4　观察指标  

（1）焦虑抑郁发病率。（2）相关因素分析。（3）
独立危险因素。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计数资料用

n（％）表示，χ2 检验，采用 Logistic 进行回归分析，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焦虑抑郁发生率  

420 例脑梗死患者中，191 例患者合并焦虑，占

45.48％，187 例患者合并抑郁，占 44.52％，焦虑

合并抑郁 155 例，占 36.90％；合并焦虑、抑郁总

计 223 例，占 53.10％。191 例合并焦虑症患者中，

轻度焦虑 110 例，占 57.59％，中度焦虑 49 例，占

25.65％，重度焦虑 32 例，占 16.75％；187 例合并抑

郁症患者中，轻度抑郁 102 例，占 54.55％，中度抑

郁 69 例，占 36.90％，重度抑郁 16 例，占 8.56％。

2.2　脑梗死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不同年龄、学历水平、婚姻状况、居住地、家

属关心、失眠、活动障碍情况的脑梗死患者合并焦虑

抑郁率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脑梗死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相关影响因素分析［n（％）］

相关因素 例数 占比
合并焦虑抑
郁（n=223） χ2 P

性别

　男 225 53.57 126（56.00）
1.642 0.200

　女 195 46.43 97（49.74）

年龄（岁）

　＜60 87 20.71 58（66.67）
8.115 0.004

　≥60 333 79.29 165（49.55）

学历水平

　初中 258 61.43 118（45.74）

16.030 <0.001　高中 137 32.62 86（62.77）

　大专及以上 25 5.95 19（76.00）

人均月收入（元）

　＜1600 132 31.43 75（56.82）

3.010 0.222　1600～3000 167 39.76 80（47.90）

　＞3000 121 28.81 68（56.20）

婚姻状况

　已婚 324 77.14 158（70.85）
10.671 0.001

　单身（未婚、丧偶、离异） 96 22.86 65（29.15）

居住地

　城市 151 35.95 62（41.06）
13.713 <0.001

　农村 269 64.05 161（59.85）

家属关心情况

　是 289 68.81 129（44.64）
26.619 <0.001

　否 131 31.19 94（71.76）

头痛

　是 155 36.90 81（52.26）
0.401 0.527

　否 265 63.10 142（55.47）

失眠

　是 187 44.52 119（63.64）
15.040 <0.001

　否 233 55.48 104（44.64）

活动障碍

　是 248 59.05 151（60.89）
14.763 <0.001

　否 172 40.95 72（41.86）

不良反应

　是 237 56.43 134（56.54）
5.592 0.107

　否 183 43.57 89（48.63）

2.3　脑梗死患者合并焦虑抑郁危险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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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Logistic 回归分析，<60 岁、学历水平高、单

身、家属不关心、失眠、活动障碍是脑梗死患者合

并焦虑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见表 2。
表2　脑梗死患者合并焦虑抑郁危险因素分析（n=223）

危险因素
回归
系数

标准
差

Wald值 P OR值 95％CI

＜60岁 1.224 0.369 11.003 0.016 2.945 1.269～8.870

学历水平高 1.362 0.417 10.668 0.019 3.425 1.142～10.439

单身 1.381 0.492 7.879 0.025 3.643 1.513～14.594

农村 1.247 0.875 2.031 0.692 4.761 1.352～19.468

家属不关心 1.576 0.435 13.126 0.009 2.187 1.143～4.765

失眠 1.461 0.352 17.227 0.005 2.081 1.060～4.516

活动障碍 1.352 0.375 12.998 0.010 2.261 1.143～4.879

3　讨论

脑梗死患者可出现不同程度情绪改变，如焦虑、

不安、抑郁等，降低患者治疗依从性，影响患者正

常配合治疗，不利于预后康复，并可能导致脑梗死

复发［5］。抑郁状态可明显影响脑卒中患者神经功能

恢复，造成康复困难，使死亡危险性增高 2～4 倍［6］。

故明确影响脑梗死患者发生焦虑、抑郁的相关因素

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发现：420 例脑梗死患者中，191 例患者

合并焦虑，占 45.48％，187 例患者合并抑郁，占

44.52％，焦虑合并抑郁 155 例，占 36.90％；合并

焦虑抑郁总计 223 例，占 53.10％。表明脑梗死患

者易患焦虑抑郁。方芳等［7］研究发现，首次脑梗死

患者患抑郁率为 33.97％，入院时 NIHSS 评分＞ 20
分、年龄 41～60 岁是首次脑梗死患者发生抑郁的独

立危险因素。此外，郑利锋等［8］研究认为，急性脑

梗死患者中，女性患者患抑郁的风险高于男性，婚

姻状况、文化程度、睡眠质量、业余爱好、社会支

持、体育锻炼是影响抑郁障碍发生的重要因素。本

研究显示，不同年龄、学历水平、婚姻状况、居住

地、家属关心、失眠、活动障碍情况的脑梗死患者

合并焦虑抑郁率对比（P<0.05），本研究结果与郑利

锋等研究一致，说明脑梗死患者发生焦虑抑郁与年

龄、学历水平、婚姻状况、居住地、家属关心、失眠、

活动障碍等有关。在明确相关影响因素基础上，经

Logistic 回归分析，＜ 60 岁是脑梗死患者合并焦虑抑

郁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其原因可能在于＜ 60
岁患者仍是家庭的重要劳动力，而脑梗死导致其基

本丧失劳动能力，影响家庭正常生活，故而易产生

焦虑、抑郁情绪。研究发现，文化程度是影响抑郁

症发生的重要因素，同时会对其就医行为产生积极

影响［9］。本研究表明，学历水平高是脑梗死患者合

并焦虑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可能是由于

高学历水平的脑梗死患者见识广泛、爱思考，对事

物敏感性高，故宜发生焦虑、抑郁，而学历水平较

低者以体力劳动为主，对事物认知匮乏，思维以直

线型为主。本研究还显示，单身、家属不关心、失眠、

活动障碍是脑梗死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的独立危险因

素（P<0.05），主要在于单身、家属不关心患者缺乏

家属照顾，无人提供生活及心理支持，对自身价值

缺乏正确认知，导致患者易出现焦虑、抑郁心理；失

眠、活动障碍会影响患者正常生理活动，增加焦虑

抑郁风险。既往研究表示［10-12］，针对脑梗死患者合

并焦虑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早期对脑梗死合并焦

虑患者实施心理干预，可减轻患者焦虑、抑郁状况，

改善中枢神经功能，提高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脑梗死患者易患焦虑抑郁，＜ 60 岁、

学历水平高、单身、家属不关心、失眠、活动障碍

是脑梗死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可根

据脑梗死患者发生焦虑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实施针

对性医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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