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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病抑郁对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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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共病抑郁对功能性消化不良（FD）患者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6 年 5 月

~2019 年 5 月收治的 FD 患者 100 例，按照有无抑郁分为 2 组，即 A 组（无抑郁，50 例）和 B 组（有

抑郁，50 例）。回顾性分析两组相关临床资料。结果　单因素分析发现：两个组在合并其他功能性胃

肠病、生活质量评分、负性生活事件、遗传史、婚姻状况、BMI、病程、性别、年龄等存在显著差

异（P< 0.05）。多因素分析显示 FD 共病抑郁的危险因素包括合并其他功能性胃肠病、生活质量评分、

负性生活事件、婚姻状况、年龄。结论　FD 共病抑郁的发生概率较高，独立危险因素包括合并其他

功能性胃肠病、生活质量评分、负性生活事件、婚姻状况、年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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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co-morbi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functional dyspep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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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co-morbi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functional dyspepsia

（FD）. Methods　From May 2016 to may 2019，100 FD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group A

（no depression，50 cases）and group B（with depression，50 cases）. The clinical data of the two groups were ana-

lyzed retrospectively.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erms of other 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s，quality of life scores，negative life events，genetic history，marital status，BMI，course 

of disease，gender and age（P<  0.05）. Multi 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risk factors of FD comorbid depression 

included with other 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s，quality of life score，negative life events，marital status，and 

age. Conclusion　FD has a high incidence of comorbidity with depression，and its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include 

other 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s，quality of life scores，negative life events，marital statu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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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消化不良（FD）较为常见，主要表现为

腹胀、饱胀感、食欲不振、上腹疼痛、呕吐、恶心

等［1］。我国 FD 发病率在 20％～25％左右，女性高

发［2］。目前认为 FD 与精神心理因素关系密切［3］。FD

与神经精神心理障碍共病的比率高达 50％，常见的

包括躯体形式障碍、焦虑、抑郁等，其中最为常见

的为抑郁、焦虑［4］。目前治疗 FD 方法主要是以抗感

染、促胃肠动力等药物为主，但疗效存在很大的个

体差异［5］。本研究探讨共病抑郁对功能性消化不患

者的影响，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本次时间选取 2016 年 5 月 ~2019 年 5 月内，对

象选取 FD 患者 100 例，均根据有无抑郁（SDS（抑

郁自评量表）评分≥ 50 分）、精神患病分为 2 组，

即 A 组（无，50 例）和 B 组（有，50 例）。A 组年

龄 20～64（47.5±10.2）岁，性别比例男 / 女 21/29。

B 组年龄 19～65（56.2±9.3）岁，性别比例男 / 女

9/41。入选及排除条件［6］：均符合罗马Ⅲ标准中有关

FD 的相关诊断标准；年龄≥ 18 周岁；具知晓本次研

究，意识清楚，且自愿参与。排除合并严重心脑血

管疾病者、哺乳期或妊娠期女性、合并代谢性疾病

者、合并器质性消化系统疾病者、恶性肿瘤者、精

神疾病者。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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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由心理科以及消化科医师共同对两个组别均接

受双向转诊和评估，采用罗马Ⅲ标准诊断 FD，即

FD 症状≥ 6 个月，且以下情况在近 3 个月内出现 1
项及以上：（1）早饱感。（2）上腹灼烧感。（3）餐后

饱腹不适感。（4）上腹疼痛。采用复合性国际诊断交

谈表（CIDD）进行精神神经心理诊断［7］。

1.3　观察指标

观察分析两个组别患者相关资料，采用汉密尔

顿抑郁、焦虑量表［8］等评估 HMAD、HAMA 评分情

况，采用 GQOL-74 量表［9］评定生活质量评分。

1.4　统计学处理

本文数据处理中，使用工具为 SPSS 19.0，结果

以 P<0.05 进行差异评定，卡方可分析处理计数资

料，而 T 值可处理分析计量资料。

2　结果

2.1　两个组别各项评分观察对比

如表 1 所示，两个组别 HAMD、HAMA 评分等

对比发现 P<0.05，说明二者表现出了明显差异。
表1　两个组别各项评分观察对比（x±s，分）

分组 n HAMD HAMA

A组 50 13.5±4.3 12.3±4.1

B组 50 21.5±3.9 20.1±4.7

T值 3.2159 4.0012

P值 0.000 0.000

2.2　两个组别单因素分析对比

如表 2 所示，两个组别合并其他功能性胃肠病、

生活质量评分、负性生活事件、遗传史、婚姻状

况、BMI、病程、性别、年龄等对比表现出显著差异

（P<0.05）。

表2　两个组别单因素分析对比［x±s，例（％）］

项目 A组（n=50） B组（n=50） χ2值 P值

年龄（岁） 47.5±10.2 56.2±9.3 2.8547 0.003

性别（男/女） 21/29 9/41 5.3269 0.000

BMI（kg/m2） 24.8±4.4 20.1±3.5 3.2014 0.001

生活质量（分） 67.4±10.3 57.6±12.5 2.5147 0.002

病程（年） <1 12（24.0） 10（20.0） 5.5478 0.000

1-3 26（52.0） 12（24.0）

>3 12（240） 28（56.0）

婚姻状况 已婚 37（74.0） 23（46.0） 5.6329 0.000

未婚 8（16.0） 19（38.0）

丧偶/离异 5（10.0） 9（18.0）

文化程度 小学 11（22.0） 12（24.0） 0.0528 0.314

初中 24（48.0） 25（50.0）

高中及以上 15（30.0） 13（26.0）

遗传史 有 15（30.0） 40（80.0） 4.1258 0.000

无 35（70.0） 10（20.0）

合并其他功能性胃肠疾病 <1项 25（50.0） 15（30.0） 5.6299 0.000

≥1项 25（50.0） 35（70.0）

负性生活事件 有 10（20.0） 41（82.0） 4.9225 0.000

无 40（80.0） 9（18.0）

2.3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如表 3 所示，FD 与精神心理障碍共病的危险因

素包括合并其他功能性胃肠病、生活质量评分、负

性生活事件、婚姻状况、年龄等。

3　讨论

消化不良主要表现为上腹疼痛、餐后上腹饱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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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为两种类型，即器质性和功能性消化不良等［10］。

FD 目前尚缺乏特效的治疗方案，目前主要采取药

物治疗，它不仅会加重社会医疗负担，还会对患者

的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11］。而且患者往往难以治

愈［12］。研究表明，FD 患者自身精神心理应激反应可

对肠道黏膜功能造成影响，且主要通过自主神经系

统和神经免疫系统来发挥作用。而患者胃肠道神经 -

内分泌系统也会对其中枢神经造成影响，从而反向

影响其精神心理状态，所以 FD 的发生与精神因素具

有十分密切的关系［13-14］。

本研究发现：A 组 HAMD、HAMA 评分（（13.5
±4.3）分、（12.3±4.1）分明显低于 B 组（21.5±3.9）
分、（20.1±4.7）分），说明共病抑郁的 FD 患者的焦

虑、抑郁症状更为严重。患者 FD 症状与焦虑、抑郁

症状严重程度成正比，且患者病情治疗效果、反复

发作频率、持续时间等均会受到焦虑、抑郁状态的

影响。

本研究单因素分析发现：两个组别合并其他功

能性胃肠病生活质量评分、负性生活事件、遗传史、

婚姻状况、BMI、病程、性别、年龄等对比表现出显

著差异（P<0.05）。可以发现，共病抑郁的患者年龄

明显更大，已婚占比较低，而丧偶或离异居多，这

可能也是造成共病的原因之一。多因素分析发现：

FD 与抑郁障碍共病的危险因素包括合并其他功能性

胃肠病、生活质量评分、负性生活事件、婚姻状况、

年龄等。这表明，对于 FD 患者而言，负性生活事件

可导致其出现较大的精神心理应激，所以系统的精

神引导和良好的应对方式尤为重要，从而减轻其抑

郁、焦虑症状。该研究结果与既往研究［15］一致。但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即样本量较少，仅为小范

围患者研究结果，因此还需继续扩大样本量，提升

研究的可信度。

综上所述，FD 与精神心理障碍共病发生的概率

较高，而其独立危险因素涉及合并其他功能性胃肠

病、生活质量评分、负性生活事件、婚姻状况、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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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项目 SE Wald OR 95％CI P值

合并其他功能性胃肠病 0.541 5.417 3.521 1.219-10.167 0.019

生活质量评分 0.340 4.095 1.992 1.021-3.886 0.042

负性生活事件 0.364 7.135 2.647 1.295-5.409 0.007

婚姻状况 0.315 4.906 2.013 1.083-3.741 0.026

年龄 0.321 5.901 2.184 1.162-4.104 0.014

遗传史 0.434 1.798 1.792 0.395-1.658 0.178

BMI 0.374 2.749 1.862 0.495-1.593 0.096

病程 0.359 3.452 1.953 0.498-1.738 0.062

性别 0.456 1.755 1.833 0.592-1.484 0.1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