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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脑梗死患者介入治疗后并发精神症状的影响因素分析

李国平

【摘要】目的　探讨分析首发脑梗死患者介入治疗后并发精神障碍的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94 例首发脑梗死患者为主要研究对象，均进行血管介入治疗。

统计患者介入治疗后 1 周内的精神障碍（幻觉与妄想、抑郁、焦虑、躁狂发作）的发生情况，统计患

者的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合并高血压情况、合并糖尿病情况、梗死位置、美国国立卫生院

卒中量表（NIHSS）评分与血清 C 反应蛋白（CRP）、同型半胱氨酸（Hcy）水平。采用多元 Logistic 回

归分析法分析其可能的影响因素。结果　介入治疗后 1 周内，94 例首发脑梗死患者精神障碍发生率

为 14.89％；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颞叶梗死、Hcy 过表达是首发脑梗死患者介入治

疗后并发精神障碍的独立影响因素（OR ＞ 1，P< 0.05）。结论　首发脑梗死患者介入治疗后有并发

精神障碍的风险，女性、颞叶梗死、Hcy 的过表达是可能的独立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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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ental disorders in patients with first cerebral infarction after interven-
tional therapy　　LI Guoping. Internal Medicine-Neurology，Anyang District Hospital of Puyang City in Henan Prov-
ince，Anyang 45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ental disorders in patients with first cerebral infarc-

tion after interventional therapy. Methods　A total of 94 patients with first cerebral infarctio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Dec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s，and all underwent vascular interven-

tional therapy. Within 1 week after interventional therapy，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hallucinations and delusions，

depression，anxiety，manic）happening，general information，including gender，age，hypertension，diabetes mel-

litus，infarction location，the U. 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score and serum c-reactive protein

（CRP）and homocysteine（Hcy）levels were compared.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possible influencing factors. Results　Within 1 week after interventional therapy，the incidence of mental disorders in 

94 patients with first cerebral infarction was 14.89％.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female，

temporal lobe infarction，and Hcy overexpression were independen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ental disorders in patients 

with first-onset cerebral infarction（OR>1，P<0.05）. Conclusion　 After interventional therapy，patients with first 

cerebral infarction are at risk of concurrent mental disorders，and women，temporal lobe infarction，and overexpressed 

Hcy are possible independent influencing factors.

【Keywords】Cerebral infarction；First onset；Interventional therapy；Mental disorders；Influencing factors 

脑梗死是因脑局部血供障碍导致脑组织缺血坏

死而起，患者的典型表现为神经功能缺损，并出现

一系列的神经系统症状。目前，血管介入治疗是脑

梗死主要治疗方法之一，能有效恢复患者脑血流灌

注，促进患者的神经功能恢复［1］。部分脑梗死患者

就诊时以精神障碍为首发症状，临床表现多样，包

括焦虑、妄想、抑郁、躁狂发作等［2］。但也有部分

脑梗死患者发病时无精神系统症状，但在介入治疗

后发生精神障碍，这可能与患者围术期情绪不稳、

应激反应、麻醉因素等有关［3-4］。目前已有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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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死并发精神障碍或重大外科手术后并发精神障

碍的相关情况，而涉及脑梗死介入治疗后并发精神

障碍的报告较少。基于此，本研究着重分析首发脑

梗死患者介入治疗后并发精神障碍的影响因素，旨

在为未来预防首发脑梗死患者介入治疗后并发精神

障碍的早期干预提供指导。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94
例脑梗死患者为主要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符合

《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治指南 2014》［5］中脑梗死

的诊断标准；②首次发病，均符合介入治疗指征，并

接受血管介入治疗；③发病至入院时间≤ 24h；④临

床资料与影像学资料均完整。排除标准：①存在精神

障碍家族史者；②伴有颅脑创伤者；③既往有精神症

状发作史者；④伴有感觉性或运动性失语者。

1.2　方法

（1）精神障碍发生情况：统计 94 例脑梗死患者

介入治疗后 1 周内精神障碍（幻觉与妄想、抑郁、焦

虑、躁狂发作）发生情况，精神障碍的诊断参照国

内《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精神障碍

分类）》［6］相关诊断标准。精神障碍发生率 = 发生精

神障碍例数 / 总例数 ×100％。

（2）一般资料统计：①统计患者的性别（男、

女）、年龄（≥ 60 岁、＜ 60 岁）、合并高血压情况

（有、无）、合并糖尿病情况（有、无）、梗死位置（基

底节区、颞叶、额叶、顶叶）。高血压：舒张压＞

90mmHg 和 / 或收缩压＞ 140mmHg。糖尿病：空腹血

糖水平＞ 7.0mmol/L 或餐后 2h 血糖水平＞ 11.1mmol/

L。②入院后采用美国国立卫生院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7］评估患者

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分值范围 0～42 分，评分愈

高表示神经功能缺损愈严重。③入院后采集患者静

脉血 3ml，以 3000r/min 离心 10min，取上层清液，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 C 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

水平，试剂盒由上海江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4.0 处理数据，对所有计量资料做

Shapiro-Wilk 正态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以（x±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以

n（％）表示，采用 χ2 检验；采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

分析检验首发脑梗死患者介入治疗后并发精神障碍

的影响因素，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介入治疗后患者精神障碍发生情况

介入治疗后 1 周内，94 例首发脑梗死患者 14 例

并发精神障碍，精神障碍发生率为 14.89％，包括幻

觉与妄想 1 例，抑郁 5 例，焦虑 5 例，躁狂发作 3 例。

2.2　首发脑梗死患者介入治疗后并发精神障碍

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合并高血压情

况、合并糖尿病情况、NIHSS 评分、血清 CRP 水平

在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性别、梗

死位置、血清 Hcy 水平在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表1　首发脑梗死患者介入治疗后并发精神障碍影响因素的

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 n
并发精神障

碍（n=14）
未并发精神
障碍（n=80） 统计值 P

性别 男 54 4（7.14） 50（92.59）
χ2=5.611 0.018

女 40 10（25.00） 30（75.00）

年龄（岁）≥60 45 8（17.78） 37（82.22）
χ2=0.567 0.452

＜60 49 6（12.24） 43（87.76）

高血压 有 36 4（11.11） 32（88.89）
χ2=0.659 0.417

无 58 10（17.24） 48（82.76）

糖尿病 有 34 6（17.65） 28（82.35）
χ2=0.319 0.572

无 60 8（13.33） 52（86.67）

梗死位置 基底节区 59 8（13.56） 51（86.44）

χ2=12.395 0.006
颞叶 14 6（42.86） 8（57.14）

额叶 11 0（0.00） 11（100.00）

顶叶 10 0（0.00） 10（100.00）

NIHSS评分（x±s，分） - 14.25±3.12 14.76±4.24 t=0.429 0.669

CRP（x±s，mg/L） - 14.17±2.86 13.78±3.76 t=0.369 0.713

Hcy（x±s，umol/L） - 24.26±4.54 20.58±5.74 t=2.274 0.025

2.3　首发脑梗死患者介入治疗后并发精神障碍

影响因素的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以首发脑梗死患者介入治疗后的精神障碍发生

情况为因变量，并发赋值为“1”，未并发赋值为“0”，

以性别、梗死位置、血清 Hcy 水平为自变量，相应

赋值见表 2-1。建立 Logistic 多元回归模型，结果显

示女性、颞叶梗死、血清 Hcy 过表达可能是首发脑

梗死患者介入治疗后并发精神障碍的独立影响因素

（P<0.05），见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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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自变量赋值说明

自变量 类型 赋值

性别 分类变量 女=“1”，男=“0”

梗死位置 分类变量 颞叶=“1”. 其他位置=“0”

Hcy水平 连续变量 -

表2-2　首发脑梗死患者介入治疗后并发精神障碍影响因素
的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

自变量 B 标准误 Wald P OR 95％置信区间

性别（女） 1.427 0.635 5.050 0.025 4.167 1.200～14.467

梗死位置（颞叶）1.910 0.656 8.469 0.004 6.750 1.865～24.425

Hcy 0.126 0.060 4.414 0.036 1.135 1.009～1.277

3　讨论

外科手术患者术后发生精神障碍的主要原因是

大脑机能紊乱，常见症状有焦虑、妄想、抑郁、躁

狂发作，可通过心理干预与抗精神病药物治疗［8］。

与常规外科手术相比，脑梗死介入治疗具有微创的

特点，故患者因麻醉或应激因素发生术后精神障碍

的可能性较低。本研究结果显示，94 例首发脑梗死

患者介入治疗后的 1 周内，14 例患者并发精神障碍，

发生率为 14.89％，考虑在脑梗死损害大脑机能的基

础上，患者在介入治疗围手术期可能依旧会受到多

种精神障碍诱因的影响。

本研究经单因素分析与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

果发现，女性、颞叶梗死、Hcy 过表达可能是脑梗

死患者介入治疗后并发精神障碍的独立影响因素。

脑的诸多部位，如皮质、丘脑、垂体等分布着大量

雌激素受体，而雌激素具有调节认知、心境、精神

行为的作用［9］。此外，雌激素还会影响脑的内分泌

活动。女性脑梗死患者可能会因为雌激素水平异常

与内分泌紊乱而发生精神障碍，因此建议介入治疗

在围手术期监测女性脑梗死患者的雌激素水平，及

时发现并纠正异常，进而预防精神障碍［10］。脑颞叶

分布的神经中枢与情绪、记忆、听觉有关［11］。颞叶

脑梗死患者介入治疗后，受再灌注损伤的影响，颞

叶的神经中枢进一步受损，导致患者出现一系列的

精神系统症状［12］。因此，减轻脑梗死介入治疗的再

灌注损伤可能有利于防止患者出现精神障碍。Hcy

可刺激人的血管壁，故 Hcy 水平较高会损害动脉血

管，导致血小板聚集与炎症因子释放增加［13］；此外，

Hcy 经氧化后还可形成半胱氨酸混合二硫物，促进

泡沫细胞形成并损害血管内皮细胞［14］。因此，Hcy

会参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与脑梗死的发生

具有重要关联。脑梗死介入治疗使患者病变血管再

通后，循环中的 Hcy 可能会通过以下机制引发精神

障碍：Hcy 具有兴奋性毒性，人体 Hcy 过表达可导

致海马细胞、皮层神经元、颗粒细胞等多种神经细

胞凋亡，还可改变神经可塑性及突触传递［15］；其次，

人体 Hcy 过表达可导致细胞的氧化损伤，促进活性

氧物质生成，引发神经炎症［16］；此外，Hcy 过表达会

降低动物机体的甲基化酶活性，继而阻碍多种甲基

化反应，这可能会产生大量的不稳定蛋白质，损伤

神经功能［17］。

综上所述，介入治疗后，女性、颞叶梗死、血

清 Hcy 高表达的首发脑梗死患者发生精神障碍的风

险较大，临床可通过纠正雌激素水平异常、改善再

灌注损伤、抑制血清 Hcy 表达等方式来降低患者精

神障碍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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