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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前期对缺血性卒中患者发生卒中后抑郁的影响

院晓英 、 穆朋欣 、 胡宛平 、 黄春水

 【摘要】目的　探讨糖尿病前期对缺血性卒中患者发生卒中后抑郁（PSD）的影响。方法　选取

本院 201� 年 1 月～201� 年 � 月间收治 200 例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依据患者血糖水平分为正常血糖

组（n=80）与糖尿病前期组（n=120），糖尿病前期组依据自愿接受干预控制原则分为血糖控制亚组

（n=�8）、无血糖控制亚组（n=�2）。分别于患者入院时、卒中后 2w、卒中后 � 个月以及卒中后 � 个

月诊断并评估患者抑郁程度，对比分析正常血糖组与糖尿病前期组（血糖控制亚组、无血糖控制亚

组）患者 PSD 患病率以及卒中后 � 个月各组患者抑郁程度情况。结果　正常血糖组与糖尿病前期组

患者入院时、卒中后 2w 的 PSD 发生率对比无明显差异（P> 0.0�）；卒中后 � 个月以及卒中后 � 个月糖

尿病前期组患者 PSD 发生率相比正常血糖组明显更高（P< 0.0�）；卒中后 � 个月以及卒中后 � 个月血

糖控制亚组患者 PSD 发生率低于无血糖控制亚组（P< 0.0�）；卒中后 � 个月糖尿病前期组患者 PSD 病

情程度相比正常血糖组更严重（P< 0.0�）；卒中后 � 个月无血糖控制亚组患者 PSD 病情重于血糖控制

亚组（P< 0.0�）；卒中后 � 个月血糖控制亚组患者 PSD 病情程度与正常血糖组无明显差异（P> 0.0�）。

结论　缺血性卒中合并糖尿病前期患者更易出现卒中后抑郁症，监测缺血性卒中血糖水平并进行血

糖控制对于降低卒中后抑郁发生具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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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pre diabetes on post-stroke depression in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YUAN Xiaoying，MU Pengxin，HU Wanping，et al.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Wolong District，Nanyang 
City，Henan Province，Nanyang 47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pre diabetes on post-stroke depression in ischemic stroke pa-

tients.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6 to June 2019，200 patients 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 were divided into normal 

blood glucose group（n=80）and pre diabetes group（n=120）according to their blood glucose level. Pre diabetes group 

was divided into blood glucose control group（n=68）and non blood glucose control group（n=52）according to the prin-

ciple of voluntary intervention and control. At the time of admission，2 weeks，3 months and 6 months after stroke，

the depression degree of the patients was diagnosed and evaluated. The prevalence of PSD and the depression degre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normal blood glucose group and the pre diabetes group（blood glucose control group，non blood 

glucose control group）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PSD between the normal blood glucose group and the pre diabetes group at the time of admission and 2 weeks after stroke

（P>0.05）. The incidence of PSD in the pre diabetes group at 3 and 6 months after strok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rmal blood glucose group（P<  0.05）. The incidence of PSD in the blood glucose control group at 3 and 6 

months after strok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non blood glucose control group The level of PSD in the pre 

diabetes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rmal blood glucose group（P<0.05）. The level of PSD in the 

non blood glucose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blood glucose control group（P<  0.05）. The 

level of PSD in the blood glucose control group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blood glucose 

group（P>  0.05）. Conclusion　The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with prediabetes were more likely to suffer from post-

［作者工作单位］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第一人民医院（南阳，4��000）。

［第一作者简介］院晓英（1���.08-），女，河南南阳人，本科，主治医师，研究方向：内分泌。

［通讯作者］院晓英（Email：114���1���@qq. com）。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1 年第 48 卷第 1 期 - 8�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脑卒中是中老年人常见的疾病。患者在卒中发

生后常常合并出现抑郁症。卒中后抑郁状态（PDS）

导致患者出现情绪下降、兴趣减少、悲观等症状，

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预后，提高患者病死率，

加重脑卒中患者的家庭负担与经济负担［1-3］。PDS 的

发生与患者的糖尿病情存在相关性［4］。该研究探讨

糖尿病前期与缺血性卒中患者卒中后抑郁（PSD）发

病的关系，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 2016 年 1 月～2019 年 6 月间收治 200
例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依据患者血糖水平分为正

常血糖组（n=80）与糖尿病前期组（n=120），糖尿病

前期组依据自愿接受干预控制原则分为血糖控制亚

组（n=68）、无血糖控制亚组（n=52）。

1.2　分组

（1）正常血糖组

本组患者均无糖尿病史，且患者入院后均经

筛查排除诊断糖尿病、血糖异常患者。本组纳入患

者 80 例，包括男性 47 例、女性 33 例，患者年龄

43～71 岁，平均（56.2±11.5）岁；本组纳入脑卒中

初发患者 52 例、再发患者 28 例。

（2）糖尿病前期组

本组患者于入院时血糖筛查均提示存在空腹血

糖受损和（或）葡萄糖耐量减低和（或）糖化血红蛋

白异常；患者于卒中发生前半年均有血糖监测记录。

本组纳入 120 例患者，包括男性 70 例、女性 50 例，

患者年龄 41～73 岁，平均（58.0±12.7）岁；本组纳

入脑卒中初发患者 77 例、再发患者 43 例。糖尿病

前期组依据自愿接受干预控制原则分为血糖控制亚

组（n=68）、无血糖控制亚组（n=52），血糖控制亚组

纳入男性 38 例、女性 30 例，患者年龄 41～71 岁，

平均（57.7±13.1）岁，包括脑卒中初发患者 42 例、

再发患者 26 例；无血糖控制亚组纳入男性 32 例、女

性 20 例，患者年龄 42～73 岁，平均（58.4±12.9）

岁，包括脑卒中初发患者 35 例、再发患者 17 例。

正常血糖组与糖尿病前期组患者基础资料比较

未见显著差异（P>0.05）；血糖控制亚组、无血糖控

制亚组患者基础资料比较未见显著差异（P>0.05）；

研究对比可行。

1.�　纳排标准

 （1）纳入标准：纳入患者均为本院神经内科收治

且发病时间 <20d 的急性脑卒中患者；纳入患者经颅

脑 CT 扫描与 MRI 检查证实为急性脑卒中，符合全国

第 4 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所制定脑卒中诊断标准［5］。

（2）排除标准：研究排除合并意识、听力、视

力、语言表达以及理解能力障碍患者，排除卒中前

因患者躯体与心理疾病导致的抑郁症患者［6］。

1.4　方法

分别于患者入院时、卒中后 2w、卒中后 3 个月

以及卒中后 6 个月诊断并评估患者抑郁程度。纳入

患者均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以 SDS 量表

评分作为初评结果，区分 PDS 患者与非 PDS 患者；

依据初评结果对患者进行复测，复测采用汉密尔顿

抑郁量表（HAMD）进行评分，明确对患者的 PDS 诊

断并评估其抑郁程度。

血糖控制亚组在调查期间结合进行血糖控制，

依据 2017 年中国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制定《中国 2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对血糖控制方法［7］，血糖控制以

空腹血糖水平≤ 7.0mmol/L、非空腹血糖≤ 10.0mmol/

L 且 HbA1C ≤ 7.5％。

1.�　评分标准

SDS 量表由患者自行填写，填写过程不受任何

人影响，SDS 量表总分分界值 41 分，以评分≥ 41
分患者纳入 PDS、以评分 <41 分患者纳入非 PDS；

HAMD 量表以交谈与观察方式，由 2 名神经内科医

师联合对患者进行检查，检查结果进行独立评分，

HAMD 量表评分采用两个评分结果的均值。HAMD

量表评分以总评分 <8 分表示无抑郁症状、评分≥ 8
分表示存在轻度抑郁、评分≥ 17 分表示存在中度抑

郁、评分≥ 24 分表示存在重度抑郁。

以 SDS 量表评分 <41 分、HAMD 量表评分 <8 分

患者诊断为非 PDS 患者。

1.�　观察指标

对比分析入院时、卒中后 2w、卒中后 3 个月以

及卒中后 6 个月正常血糖组与糖尿病前期组（血糖控

制亚组、无血糖控制亚组）患者 PSD 患病率以及卒

中后 6 个月各组患者抑郁程度情况。

stroke depression. It was important to monitor the blood glucose level of ischemic stroke and control the blood glucose 

level in order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post-stroke depression.

【Key words】Prediabetes；Ischemic stroke；Post-stroke depression；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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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卒中后 � 个月各组患者 PSD 病情程度对比

卒中后 6 个月糖尿病前期组患者 PSD 病情程度

相比正常血糖组明显更高（P<0.05）；卒中后 6 个月

无血糖控制亚组患者 PSD 病情程度相比血糖控制

亚组明显更高（P<0.05）；卒中后 6 个月血糖控制亚

组患者 PSD 病情程度相比正常血糖组无明显差异

（P>0.05），见下表 2。
表2　卒中后6个月各组患者PSD病情程度对比

分组 例数 轻度PSD 中度PSD 重度PSD

糖尿病前期组 血糖控制亚组 52 6（11.54） 5（9.62） 2（3.85）

无血糖控制亚组 68 5（7.35） 7（10.29）10（14.71）̂

合计 120 11（9.17）12（10.00）12（10.00）*

正常血糖组 80 6（7.50） 8（10.00） 2（2.5）
*相比正常血糖组，P<0.05；̂相比血糖控制亚组，P<0.05

3　讨论

脑卒中是致残、致死率最高的疾病之一［8］。卒

中后抑郁状态（PDS）是缺血性卒中患者常见的并发

症，严重者出现自杀倾向。PSD 延缓患者神经功能

的恢复，影响其生活质量，增加患者的死亡率［9］。

糖尿病是引起 PSD 发生的一类高危基础疾病［10］，也

是脑卒中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糖尿病合并的主要

是缺血性脑卒中，且患者梗塞部位多见为基底节、

丘脑与脑干部位，者与 PSD 患者卒中高发部位相符，

因此，糖尿病可能作为 PSD 发生的原因之一。此外，

患者机体内高血糖状态还可导致患者更快发生缺血

性神经细胞损害，且导致损害程度加重，使卒中患

者梗塞病灶增大，并加重脑水肿症状，导致患者的

预后结果变差。因此，关注卒中患者糖尿病与 PSD

发作相关性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发现：卒中后 3 个月以及卒中后 6 个月糖

尿病前期组患者 PSD 发生率相比正常血糖组明显更

高；卒中后 3 个月以及卒中后 6 个月血糖控制亚组患

者 PSD 发生率相比无血糖控制亚组明显更高；卒中

后 6 个月糖尿病前期组患者 PSD 病情程度相比正常

血糖组明显更高；卒中后 6 个月无血糖控制亚组患者

PSD 病情程度相比血糖控制亚组明显更高；卒中后 6
个月血糖控制亚组患者 PSD 病情程度相比正常血糖

组无明显差异。本结果说明：卒中后 3 个月、卒中

后 6 个月是缺血性卒中患者 PSD 的高峰发病期。同

时，糖尿病前期组患者更易发生 PSD，糖尿病前期

是缺血性卒中患者 PSD 发病以及 PSD 病情程度的重

要影响因素。针对糖尿病前期组患者的分组试验发

现，血糖控制患者 PSD 的发生率和病情程度较低。

说控制血糖对脑缺血性卒中患者 PSD 发生具有重要

影响。若血糖控制不良，则将导致血管硬化以及血

液高凝程度增加，加重脑卒中症状，引发更严重脑

内神经地质变化以及加重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进而

可导致缺血性卒中患者 PSD 的发病率增加，病情更

严重。本研究是个初步研究，存在一些不足，样本

量小，观察时间也比较短，一些影响 PSD 发生的因

素如病前个性，社会支持等也会影响本研究的结果。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缺血性卒中合并糖尿病

前期患者更易卒中后抑郁症，监测缺血性卒中血糖

水平并进行血糖控制对于降低卒中后抑郁症发生具

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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