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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末期肾脏病血液透析患者的情绪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张九芝

【摘要】目的　探讨接受血液透析的终末期肾脏病患者情绪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回顾性选

取 2018 年 11 月 ~2019 年 11 月我院接受血液透析的终末期肾脏病患者 90 例，依据 CES-D 评分分为

抑郁组（≥ 16 分，n=40）和非抑郁组（<16 分，n=50）两组，统计分析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自觉症

状、吸烟、饮酒情况，多元 Logistic 回归探讨终末期肾脏病血液透析患者抑郁的影响因素。结果　

90 例患者中，精神抑郁 40 例，非精神抑郁 50 例，精神抑郁发生率为 44.4％，其中精神抑郁症组患

者中无工作比例显著高于非精神抑郁组（P< 0.05），正常上班比例显著低于非精神抑郁组（P< 0.05），

无固定收入、个人月收入 <2000 元比例显著高于非精神抑郁组（P< 0.05），2000~4000 元、>4000 元

比例均显著低于非精神抑郁组（P< 0.05），腹胀腹部不适发生率显著高于非精神抑郁组（P< 0.05），

睡眠质量好比例显著低于非精神抑郁组（P< 0.05）。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终末期肾脏病血液

透析患者精神抑郁的影响因素包括个人月收入、睡眠质量（P< 0.05）。结论　接受血液透析的终末

期肾脏病患者精神抑郁发生率高，影响因素包括个人月收入、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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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od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with end-stage renal diseasev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ZHANG Jiuzhi. Xi’an Xi Dian Group Hospital，Xi’an 710077，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ood of end-stage renal disease patients receiving hemodialysis and its in-

fluencing factors. Methods　9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end-stage renal disease who received hemodialysis in our hospital 

from November 2018 to November 2019 were retrospectively selected. According to CES-D scores，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depression group（≥ 16 points，n = 40）and non depression group（< 16 points，n=50）. The gen-

eral information，self-conscious symptoms，smoking and drinking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ental depression in dialysis patients were performed by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Among the 90 cases of patients，40 cases were depression and 50 cases were non depression. The incidence 

of mental depression was 44.4％. Compared with non depression group，The proportion of no work，no fixed income 

and personal monthly income，the incidence of abdominal distention and discomfort in the mental depress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P<0.05），the proportion of normal work，the proportions of 2000-4000 yuan and more than 

4000 yuan，the proportion of good sleep quality was significantly lower（P<0.05）.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ental depression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with end-stage renal disease included 

personal monthly income and sleep quality（P<0.05）. Conclusion　The incidence of mental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end-stage renal disease receiving hemodialysis is high，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clude personal monthly income 

and sleep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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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血液透析的终末期肾脏病患者日益增加［1］。

血液透析只能部分替代肾脏功能，很难保证患者躯

体各项功能完全正常，因此患者极易出现情绪问题，

其中最为常见的是抑郁，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

量［2］。本研究探讨了接受血液透析的终末期肾脏病

患者情绪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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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选取 2018 年 11 月 ~2019 年 11 月我院接

受血液透析的终末期肾脏病患者 90 例，依据 CES-D

评分分为精神抑郁组（≥ 16 分，n=40）和非精神抑

郁组（<16 分，n=50）两组。精神抑郁组中男性患者

21 例，女性患者 19 例，年龄 26~77 岁，平均（51.4
±8.5）岁。非精神抑郁组中男性患者 26 例，女性患

者 24 例，年龄 27~77 岁，平均（52.2±8.4）岁。两

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不显著（P>0.05）。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均具有清晰的意识、正常的语言

沟通能力；2）均符合终末期肾脏病的诊断标准［3］；3）
血液透析时间均在 6 个月以上。排除标准：1）有脑

出血；2）有急性心功能不全；3）有急性肾损伤。

1.3　方法

1.3.1　资料收集　采用一对一方式对患者进行

问卷调查与询问，记录其性别、年龄、透析龄、原发

病、婚姻状况、工作状态、个人月收入、学历、透

析费用支付方式、透析通路、传染病、降压药服用

情况、24h 尿量等，并对患者 1 周内胸闷、头晕、腹

胀等自觉相关症状存在情况进行询问，此外对患者

平素饮酒、吸烟嗜好及自我感觉睡眠情况进行询问。

1.3.2　抑郁状态评估　采用 CES-D 评估患者的

抑郁心境或情感，包括 20 个条目，内容涵盖抑郁心

情、无价值感、精神运动性迟滞、睡眠障碍等，1d

内无或偶尔、1~2d 内有时、3~4d 内一半时间或经常、

5~7d 内大部分时间或持续分别评定为 0 分、1 分、2
分、3 分，总分 0~60 分，抑郁出现频度随着评分的

降低而降低［4］。

1.4　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用（x±s）表示，用 t 检验；计数资料

用率表示，用 χ2 检验。采用 SPSS21.0，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90 例患者中，精神抑郁 40 例，非精神抑郁 50
例，精神抑郁发生率为 44.4％，其中精神抑郁症组

患者中无工作比例显著高于非精神抑郁组（P<0.05），

正常上班比例显著低于非精神抑郁组（P<0.05），但

两组患者中自由职业、退休比例之间的差异均不

显著（P>0.05）；精神抑郁症组患者中无固定收入、

个人月收入 <2000 元比例显著高于非精神抑郁组

（P<0.05），2000-4000 元、>4000 元比例均显著低

于非精神抑郁组（P<0.05）；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

原发病、透析龄、透析血压、血压、降压药服用情况、

24h 尿量、传染病、婚姻状况、学历、透析费用支付

方式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分类
精神抑郁
组（n=40）

非精神抑郁
组（n=50） t/χ2 P

性别 男性 21（52.5） 31（62.0） 1.32 >0.05

女性 19（47.5） 19（38.0）

年龄 <30岁 4（10.0） 1（2.0） 0.86 >0.05

30-40岁 8（20.0） 7（14.0）

41-50岁 6（15.0） 8（16.0）

51-60岁 7（17.5） 12（24.0）

61-70岁 11（27.5） 14（28.0）

>70岁 4（10.0） 8（16.0）

原发病 慢性肾小球肾炎 17（42.5） 27（54.0） 0.76 >0.05

糖尿病肾病 14（35.0） 13（26.0）

高血压肾病 6（15.0） 4（8.0）

紫癜性肾炎 2（5.0） 2（4.0）

其他 1（2.5） 4（8.0）

透析龄 <3年 22（55.0） 25（50.0） 0.45 >0.05

3-6年 8（20.0） 12（24.0）

>6年 10（25.0） 13（26.0）

透析通路 内瘘 35（87.5） 46（92.0） 0.21 >0.05

长期颈内静脉管 4（10.0） 3（6.0）

其他 1（2.5） 1（2.0）

透析血压 正常 14（35.0） 22（44.0） 0.20 >0.05

偏低 11（27.5） 9（18.0）

偏高 15（37.5） 19（38.0）

血压（mmHg）
平均收缩压

149.1±
21.1 147.4±15.6 1.886 >0.05

平均舒张压
87.0±
11.5 87.0±8.4 1.638 >0.05

降压药服用情况 0种 15（37.5） 17（34.0） 0.11 >0.05

1种 11（27.5） 8（16.0）

≥2种 14（35.0） 25（50.0）

24h尿量 <200 29（72.5） 35（70.0） 0.30 >0.05

200-500 8（20.0） 9（18.0）

>500 3（7.5） 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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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 有 6（15.0） 8（16.0） 0.55 >0.05

无 34（85.0） 42（84.0）

婚姻状况 已婚 29（72.5） 39（78.0） 0.87 >0.05

未婚 11（27.5） 11（22.0）

工作状态 自由职业 5（12.5） 6（12.0） 11.14 <0.05

无工作 24（60.0） 22（44.0）

正常上班 2（5.0） 10（20.0）

退休 9（22.5） 12（24.0）

个人月收入 无固定收入 26（65.0） 24（48.0） 12.83 <0.05

<2000元 5（12.5） 4（8.0）

2000-4000元 8（20.0） 17（34.0）

>4000元 1（2.5） 5（10.0）

学历 大专及以上 9（22.5） 17（34.0） 0.22 >0.05

高中或中专 11（27.5） 15（30.0）

初中 13（43.3） 14（28.0）

小学及以下 7（17.5） 4（8.0）

透析费用支付方式省市医保 20（50.0） 28（56.0） 0.35 >0.05

新农合医保 13（42.5） 12（24.0）

城镇居民医保 6（15.0） 9（18.0）

其他 1（2.5） 1（2.0）

2.2　两组患者的自觉症状、吸烟、饮酒情况比较

精神抑郁组患者的腹胀腹部不适发生率显著高

于非精神抑郁组（P<0.05），睡眠质量好比例显著低

于非精神抑郁组（P<0.05），但两组患者的胸闷、头

晕头痛、骨痛发生率、吸烟、饮酒比例之间的差异

均不显著（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的自觉症状情况比较（例/％）

组别 胸闷 头晕头痛 骨痛 腹胀腹部不适

精神抑郁组（n=40） 15（37.5）21（52.5） 9（22.5） 23（57.5）

非精神抑郁组（n=50）17（34.0）20（40.0）11（22.0） 20（40.0）

χ2 0.10 0.71 0.48 9.21

P >0.05 >0.05 >0.05 <0.05

表2　（续）两组患者的自觉症状、吸烟、饮酒情况比较（例/％）

组别 睡眠质量好 吸烟 饮酒

精神抑郁组（n=40） 13（32.5） 9（22.5） 3（7.5）

非精神抑郁组（n=50） 33（66.0） 11（22.0） 4（8.0）

χ2 16.01 0083 0.99

P <0.05 >0.05 >0.05

2.3　终末期肾脏病血液透析患者精神抑郁的影

响因素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上述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

显示，终末期肾脏病血液透析患者精神抑郁的影响

因素包括个人月收入、睡眠质量（P<0.05），见表 3。
表3　终末期肾脏病血液透析患者精神抑郁的影响因素多元

Logistic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回归系数 标准误 Wald P OR（95％CI）

个人月收入 1.223 0.307 12.234 0.020 2.997（0.960-6.832）

睡眠质量 0.753 0.336 5.024 0.030 2.126（1.098-4.112）

3　讨论

慢性肾脏病的治疗理念强调要改善患者的生

活质量，因此应该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患者的

心理状态［5］。目前，临床应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CES-D）评估患者的抑郁心情，其信度在 3~5 之间，

可信度高［6］。本研究结果表明，90 例患者中，精神

抑郁 40 例，非精神抑郁 50 例，精神抑郁发生率为

44.4％，其中精神抑郁症组患者中无工作比例显著

高于非精神抑郁组（P<0.05），正常上班比例显著低

于非精神抑郁组（P<0.05），无固定收入、个人月收

入 <2000 元比例显著高于非精神抑郁组（P<0.05），

2000-4000 元、>4000 元比例均显著低于非精神抑郁

组（P<0.05），腹胀腹部不适发生率显著高于非精神

抑郁组（P<0.05），睡眠质量好比例显著低于非精神

抑郁组（P<0.05）。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终

末期肾脏病血液透析患者精神抑郁的影响因素包括

个人月收入、睡眠质量（P<0.05），既往研究也发现

接受血液透析的终末期肾病患者具有较高的抑郁发

生率，独立危险因素为睡眠障碍、个人月收入［7-10］。

和上述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样本量偏小，样本均

来自同一家医院，而且还有一些其它可能影响患者

情绪的因素如：个性特征，家庭支持等，本研究不能

完全这些因素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初步表明：接受血液透析的

终末期肾脏病患者精神抑郁发生率高，影响因素包

括个人月收入、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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