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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功能、抑郁状态与中青年脑血管病患者介入治疗依从性的相关性分析

张绪吉 、 尹遇东 、 王辉霞 、 王　文

【摘要】目的　探讨家庭功能、抑郁程度与中青年脑血管病患者介入治疗依从性的相关性。方法

　回顾性纳入 2016 年 11 月至 2019 年 11 月间于我院接受介入治疗的 190 例中青年脑血管病患者作

研究对象。根据康复锻炼依从水平分为良好水平组（110 例）和低水平组（72 例），比较两组家庭关

怀指数问卷（APGAR）、康复锻炼依从性量表（EAQ）、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通过多因

素线性回归得出家庭功能、抑郁状态与康复锻炼依从性相关性；另根据用药依从水平分为依从好组

（125 例）与依从差组（57 例），比较两组 APGAR、EAQ、Morisky 服药依从性评分，通过多因素线性

回归得出家庭功能、抑郁状态与用药依从性相关性。结果　最终纳入 182 例；良好水平组 APGAR 各

项评分和 EAQ 各项评分均高于低水平组（P< 0.05），良好水平组 HAMD 评分低于低水平组（P< 0.05）；

APGAR 总分与 EAQ 指数呈正相关（P< 0.05），HAMD 评分与 EAQ 指数呈负相关（P< 0.05）；依从好

组 APGAR 各项评分和 Morisky 服药依从性评分均高于依从差组（P< 0.05），依从好组 HAMD 评分低

于依从差组（P< 0.05）；APGAR 总分与 Morisky 服药依从性评分呈正相关（P< 0.05），HAMD 评分与

Morisky 服药依从性评分呈负相关（P< 0.05）。结论　家庭功能和抑郁程度影响中青年脑血管病患者

介入治疗后的用药及康复锻炼依从性，提前了解患者家庭功能和抑郁情况或有助于制定针对性干预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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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amily function，depression state and treatment compliance after interventional 
therapy in young or middle-aged cerebrovascular patients　　ZHANG Xuji，YIN Yudong，WANG Huixia，et al. 
Jiaozuo People's Hospital，Jiaozuo 454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amily function，depression degree and rehabilita-

tion exercise and medication compliance of young or middle-aged cerebrovascular patients after interventional treatment. 

Methods　The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conducted on 190 young or middle-aged cerebrovascular patients who received 

interventional therapy in our hospital from November 2016 to November 2019. According to the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adherence，they were divided into good level group（110 cases）and the low level group（72 cases），the family care 

index questionnaire（APGAR），rehabilitation exercise adherence scale（EAQ），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

scor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unction of family，depression and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adherence were explored through the multifactor linear regression；In addition，according to the medication 

compliance level，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good group（125 cases）and the poor group（57 cases）. APGAR，EAQ 

and Morisky medication compliance score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amily func-

tion，depression state and medication compliance was obtained through multi-factor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182 

cases were finally included. APGAR scores and EAQ scores in the good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low group

（P<0.05），while HAMD scores in the good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low group（P<0.05）. APGAR total 

scor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AQ index（P<0.05），and HAMD scor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EAQ index

（P<0.05）. APGAR scores and Morisky compliance scores in the compliance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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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血管病是神经内科常见病，具有高发病率、

高病死率、高致残率的特点。而且出现发病年轻化

的趋势［1］，给中青年健康问题敲响警钟。介入治疗

因创伤小、痛苦少、恢复快的优势逐渐被广泛应用

于脑血管病的治疗，但后续治疗的依从性其对患者

神经、肢体功能恢复及复发的预防均具有重要意义。

家庭功能是情感沟通、承担压力能力的基石，影响

着患者信念和情绪状态，而多数患者伴有抑郁等不

良情绪，不利于康复［2］。由此本研究探索家庭功能、

抑郁状态对脑血管病中青年患者介入治疗后治疗依

从性的影响，旨在帮助医师寻找调节患者依从性有

效途径。

1　材料和方法

1.1　一般材料

回顾性纳入 2016 年 11 月～2019 年 11 月间于我

院接受介入治疗的 190 例中青年脑血管病患者作研

究对象，纳入标准：（1）首次经影像学检查证实脑血

管病［3］，年龄 30～50 岁，符合介入治疗要求［4］；（2）
能顺利沟通，理解及填写量表；（3）与亲属共同居

住于家中；（4）对治疗用药无严重并发症，无因其

他原因无法正常服药。排除标准：（1）合并头颅外

伤、颅内占位性病变；（2）伴有严重糖尿病周围神

经病变、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影响运动的疾病；（3）

伴有精神障碍病史、痴呆、严重认知障碍；（4）随

访期间死亡，或病情加重再次接受介入治疗、手术；

（5）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肿瘤、妊娠及自动出院者；

（6）腔隙性梗死、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以及需要手术

治疗者。本实验设计已由医院伦理学委员会审核。

1.2　数据分析方法

1.2.1　数据采集和调查内容　所有患者接受介

入治疗后，酌情采用神经营养药物、控制血压、调

节血糖、改善脑循环等对症治疗，经处理后生命

体征及病情均稳定。收集患者基本资料，随访 3 个

月，每 14 天 1 次电话询问或门诊复诊。随访 3 个月

时门诊填写家庭关怀指数问卷（APGAR）、康复锻炼

依从性量表（EAQ）、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Morisky 服药依从性问卷。量表填写采用统一指导语，

患者亲自作答，完毕后当场收回。共发放问卷 744
份，回收有效问卷 733 份，有效回收率为 98.52％。

1.2.2　APGAR　量表包含适应度、合作度、成

长度、情感度、亲密度 5 个条目，每条目采用 Likert 

3 级计分法，从“几乎很少”到“经常这样”计为 0～2
分，总分 0～10 分。评分越高家庭功能越好。

1.2.3　EAQ　量表包含 3 个维度，即身体锻炼

依从（8 个条目）、锻炼监测依从（3 个条目）、主动

寻求建议依从（3 个条目）。每条目按照“根本做不

到”、“偶尔做得到”、“基本做得到”、“完全做得到”

分别赋值 1～4 分。根据得分计算依从指数，依从指

数 =（依从性得分／56）×100，指数越高依从水平

越好。EAQ 总分依从指数＞ 75 分为高水平，50～75
分为中等水平，＜ 50 分为低水平。高水平与中等水

平组患者纳入良好水平组，低水平患者纳入低水平

组，比较两组 APGAR、EAQ、HAMD 评分。

1.2.4　Morisky 服药依从性问卷　量表包含 8 个

项目，总分 0～8 分。<6 分为服药依从性差，纳入依

从差组，≥ 6 分为服药依从性好，纳入依从好组。

比较两组 APGAR、EAQ、Morisky 服药依从性评分。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5.0版统计学软件分析，计量资料等采

用（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计

数资料用［（n）％］表示，采用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进

行多因素分析，以 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良好水平组和低水平组家庭功能、抑郁程

度、康复锻炼依从性比较 

最终因资料不全排除 8 例，纳入 182 例。其中

男 127 例，女 55 例，平均年龄（38.53±6.59）岁。

脑出血 62 例，脑梗死 113 例，蛛网膜下出血 7 例；

pliance group（P<0.05），while HAMD scores in the compliance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mpliance group

（P<0.05）. APGAR total scor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orisky compliance score（P<0.05），while HAMD 

scor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Morisky compliance score（P<0.05）. Conclusion　The family function and de-

pression degree affect the medic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compliance of young or middle-aged cerebrovascular 

patients after interventional treatment，so knowing the family function and depression situation of patients in advance 

may help to formulate targeted intervention measures.

【Key words】Family function；Cerebrovascular disease；Medication compliance；Rehabilitation exercise compli-

ance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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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血管动脉粥样硬化 169 例，烟雾病 2 例，动脉

瘤 7 例，动静脉畸形 3 例，其他 1 例；伴发疾病：高

血压 142 例、糖尿病 32 例、器质性心脏病 27 例、慢

性支气管炎 53 例；平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

表（NIHSS）评分（10.69±2.88）分，平均哥拉斯昏

迷（GCS）评分（4.05±0.77）分。

良好水平组 APGAR 各项评分和 EAQ 各项评分

均高于低水平组（P<0.05），良好水平组 HAMD 评分

低于低水平组（P<0.05），见表 1。
表1　良好水平组和低水平组家庭功能、抑郁程度、康复锻炼

依从性比较（x±s）

项目
良好水平
组（n=110）

低水平组
（n=72） t P

APGAR评分（分）

　　适应度 1.54±0.33 1.22±0.26 6.937 0.000

　　合作度 1.63±0.12 1.42±0.28 6.958 0.000

　　成长度 1.50±0.37 1.14±0.30 6.902 0.000

　　情感度 1.59±0.20 1.27±0.39 7.274 0.000

　　亲密度 1.41±0.34 1.08±0.24 7.149 0.000

　　APGAR总分 7.83±2.14 5.55±1.73 7.564 0.000

　　HAMD（分） 16.46±4.72 22.21±3.55 -8.828 0.000

EAQ评分（分）

　　身体锻炼依从性指数 42.86±4.31 32.25±7.62 11.977 0.000

　　锻炼监测依从性指数 8.42±2.10 7.33±1.17 4.013 0.000

　　主动寻求建议依从性指数 10.47±2.43 7.52±1.19 9.571 0.000

EAQ指数 60.42±9.87 47.23±2.74 11.055 0.000

2.2　康复锻炼依从性相关因素多因素线性回归

分析

APGAR 总分与 EAQ 指数呈正相关（P<0.05），

HAMD 评分与 EAQ 指数呈负相关（P<0.05），见表 2。
表2　康复锻炼依从性相关因素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

自变量 B S. E. β t P

（常量） 42.437 5.181 - 8.191 0.000

APGAR总分 0.479 0.088 0.386 5.425 0.000

HAMD评分 -0.298 0.147 -0.145 -2.031 0.044

2.3　依从好组与依从差组家庭功能、抑郁程度、

用药依从性比较 

依从好组 APGAR 各项评分和 Morisky 服药依从

性评分均高于依从差组（P<0.05），依从好组 HAMD

评分低于依从差组（P<0.05），见表 3。

2.4　用药依从性相关因素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

APGAR 总分与 Morisky 服药依从性评分呈正相

关（P<0.05），HAMD 评分与 Morisky 服药依从性评

分呈负相关（P<0.05），见表 4。
表3　依从好组与依从差组家庭功能、抑郁程度、用药依从性

评分比较（x±s）

项目
依从好组
（n=125）

依从差组
（n=57） t P

APGAR评分（分）

　　适应度 1.73±0.15 1.54±0.27 6.084 0.000

　　合作度 1.48±0.22 1.22±0.19 7.705 0.000

　　成长度 1.70±0.13 1.45±0.28 8.240 0.000

　　情感度 1.48±0.34 1.06±0.24 8.079 0.000

　　亲密度 1.59±0.37 1.22±0.31 6.596 0.000

APGAR总分 8.44±1.42 5.96±1.75 10.140 0.000

HAMD（分） 15.38±4.87 22.73±4.90 -10.707 0.000

Morisky服药依从性评分（分） 6.82±0.76 5.89±0.10 9.189 0.000

表4　用药依从性相关因素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

自变量 B S. E. β t P

（常量） 6.169 0.333 - 18.519 0.000

APGAR总分 0.112 0.029 0.282 3.835 0.000

HAMD评分 -0.029 0.010 -0.225 -3.063 0.003

3　讨论

脑血管病是社会中第二大死亡病因和第三大致

残因素［5］，因此，如何改善预后成为神经内科医师

共同关注的难题。影响患者术后康复的因素有很多，

包括康复锻炼、药物治疗、心理因素等［6］，其中康

复锻炼及用药依从性起到着重要作用。

本研究发现：良好水平组 APGAR 各项评分和

EAQ 各项评分均高于低水平组，APGAR 总分与 EAQ

指数呈正相关；依从好组 APGAR 各项评分和 Morisky

服药依从性评分均高于依从差组，APGAR 总分与

Morisky 服药依从性评分呈正相关。坚持康复锻炼和

遵医嘱服药对脑卒中患者神经功能恢复、改善生命

质量、降低家庭负担均有着重要作用［7］，本研究说

明家庭功能影响到患者康复锻炼及用药依从性。良

好的家庭功能使患者获得丰富的精神支持，调动患

者治疗积极性。而亲属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监督患

者生活与遵医嘱情况，也可增加家庭亲密度、情感

度、合作度，坚定患者康复信念［8］。这就启示我们

在住院期间了解、干预家庭功能，有助于改善患者

后续治疗配合度，促进尽快康复，练海娟［9］等也支

持这一观点。

脑血管病患者神经与肢体功能恢复时间长、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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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多，对患者及其家属耐力要求高。由此许多患者

因康复效果进展慢、疾病认识不足、经济压力等原

因出现抑郁、抵触心理。本研究中，良好水平组

HAMD 评分低于低水平组，HAMD 评分与 EAQ 指

数呈负相关；依从好组 HAMD 评分低于依从差组，

HAMD 评分与 Morisky 服药依从性评分呈负相关。本

研究认为患者抑郁情况与康复锻炼及用药依从性具

有相关性，此结论与张东清［10］等报道一致。在许多

疾病治疗中，抑郁情绪均可负性影响治疗依从性［11］。

抑郁情绪可使脑血管病患者丧失康复动力和了解健

康知识的主动性，负性影响认知、言语、肢体等功

能恢复，进而降低治疗依从性和康复效果。关注患

者心理状态，促进家属与患者沟通、理解，使患者

重拾康复信心，为提高康复锻炼及用药依从性带来

一定帮助［12］。

综上，在中青年脑血管病患者中，家庭功能与

抑郁程度关系着康复锻炼及用药依从性，介入治疗

前后应注重改善患者家庭功能及心理状态，通过加

深亲情与调节心态的作用提高治疗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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