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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情感障碍复发的危险因素

宫　鹏 、 张济鹏 、 毕见好

【摘要】 目的　探讨双相情感障碍治疗后复发的危险因素。方法　研究对象为 2017 年 4 月～2019

年 4 月 120 例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经治疗达痊愈标准后随访 1 年，记录复发情况，设为复发组与未

复发组，比较两组性别、睡眠障碍等临床资料，经单因素、多因素分析治疗后复发的危险因素。

结果　120 例患者复发 28 例，复发率 23.33％，其中抑郁 14 例，躁狂 10 例，混合发作 4 例；复发组

与未复发组在自杀未遂、学历、合并睡眠障碍、医疗付费方式、既往复发次数、负性生活事件、停

药方式、坚持服药时间有明显差异（P< 0.05）；两组发作类型、性别、发病年龄、婚姻无统计学意

义的差异（P> 0.05）；多因素分析显示，合并睡眠障碍、医疗支付自费、既往复发次数＞ 3 次、负性

生活事件评分＞ 80 分、迅速停药、坚持服药时间＜ 3 个月是双相情感障碍治疗后复发的危险因素。

结论　双相情感障碍复发率较高，受到睡眠障碍、医疗付费方式、负性生活事件等的影响，应就相

关危险因素及早采取措施以降低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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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k factors of recurrence after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GONG Peng，ZHANG Jipeng，BI Jianhao. Weihai City Third Hospital，Weihai 264205，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isk factors of relapse after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Methods　A total of 120 bipolar disorder patients who reached the standard of recovery from April 2017 to April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All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1 year and the relapse was recorde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relapse group and the non-relapse group. The clinical data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risk factors of relapse after treatment were analyzed by single factor and multi-factor analysis. Results　Among 120 

patients，28 case were relapsed（14 cases with depression，10 cases with mania，4 cases with mixed episodes），the 

recurrence rate was 23.33％.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uicide attempts，education background，combined 

sleep disorders，medical payment methods，past relapses，negative life events，drug withdrawal methods，and stick 

to the medication tim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onset type，gender，

age of onset，and marriag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combined sleep 

disorder，self-financed medical expenses，past relapses> 3 times，negative life event score> 80 points，rapid drug 

withdrawal and Insist on taking medication for less than 3 months are risk factors for relapse. Conclusion　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 has a high recurrence rate after treatment. It is affected by sleep disturbance，medical payment 

method，negative life events.

【Key words】Bipolar disorder；Relapse；Risk factors

双相情感障碍是慢性复发性疾病，调查显示，

双相障碍治愈后 2 年内复发率为 40％～50％，5 年

复发率一度超过 90％，反复发作不仅造成经济损失，

更可能影响治疗依从性以及家属治疗信心，如何控

制复发率已成为研究的重点［1］。明确双相情感障碍

治疗后复发的危险因素能够为预防措施的构建提供

理论依据，但目前相关研究较少［2］。为此，本研究

纳入 120 例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探讨治疗后复发的

［作者工作单位］威海市立第三医院（威海，264205）。

［第一作者简介］宫鹏（1982.04-），男，山东威海人，本科，主治医师，研究方向：双相情感障碍。

［通讯作者］毕见好（Email：13356802938@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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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因素，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 2017 年 4 月～2019 年 4 月 120 例双

相情感障碍患者，经治疗达痊愈标准后随访 1 年。

所有患者中抑郁发作 75 例，狂躁发作 45 例；男性 55
例，女性 65 例；年龄 23～64 岁，平均（36.67±7.43）
岁；受教育年限 6～15 年，平均（12.11±2.01）年；

病程 2～10 年，平均（4.78±1.42）年；既往复发 1～4
次，平均（2.32±0.28）次。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1）纳入标准：双向情感障碍符合《美国精神障

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4 版（DSM- Ⅳ）［3］；均为单相

发作者；年龄 18～70 岁；经情感稳定剂、抗精神病

药物等治疗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或狂

躁量表（BRMS）评分［4］改善率＞ 75％；出院后随访

1 年以上；主要照顾者了解患者基本情况。（2）排除

标准：临床资料缺失；合并精神分裂症、血管性痴呆

等；合并严重器质性疾病；视听、读写能力障碍。

1.3　方法

随访 1 年内经过电话随访询问主要照顾者以及

入院复诊调查复发情况，以 HAMD ＞ 17 分判定为抑

郁复发，BRMS 评分＞ 5 分判定为狂躁复发，设为

复发组与未复发组，调查两组相关临床资料，包括：

（1）自杀未遂；（2）学历：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

或本科；（3）合并睡眠障碍［5］：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PSQI）≥ 7 分；（4）合并焦虑症：汉密尔顿焦虑量

表（HAMA）［6］＞ 14 分；（5）既往复发次数：≤ 1 次、

2～3 次，＞ 3 次；（6）负性生活事件：参照生活事件

量表（LES）负性生活事件分量表［7］，共 48 项，每项

评分 0～4 分，得分越高影响越严重，以＞ 80 分表

示负性生活事件影响较严重；（7）停药方式：迅速停

药和逐步停药；（8）性别；（9）发病年龄：＜ 18 岁，

≥ 18 岁；（9）婚姻：已婚、未婚或丧偶；（10）发作

类型：抑郁，狂躁；（11）医疗付费方式：医保、自费；

（12）坚持服药时间：＜ 3 个月，3～6 个月，7～12
个月，＞ 12 个月。组间进行单因素 χ2 检验以及多

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2 .00 统计学软件，单因素分析采

用 χ2 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

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双相情感障碍治疗后复发情况及单因素分

析

120 例患者复发 28 例，复发率 23.33％，其中抑

郁 14 例，狂躁 10 例，混合发作 4 例；复发组与未复

发组自杀未遂、学历、合并睡眠障碍、医疗付费方式、

既往复发次数、负性生活事件、停药方式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发作类型、性别、发病

年龄、婚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双相情感障碍治疗后复发单因素分析

资料
复发组
（n=28）

未复发组
（n=92） χ2 P

自杀未遂 10 11 8.392 0.004

学历 初中 9 18 5.431 0.018

高中或中专 14 40

大专或本科 5 34

合并睡眠障碍 7 10 5.217 0.022

合并焦虑症 16 28 6.594 0.010

既往复发次数（次） ≤1 4 29 5.554 0.017

2-3 12 48

＞3 12 15

负性生活事件 ＞80分 15 22 8.854 0.003

≤80分 13 70

停药方式 迅速停药 12 14 9.663 0.002

逐步停药 16 78

性别 男 16 39 1.882 0.170

女 12 53

发病年龄（岁） ＜18 10 32 0.008 0.928

≥18 18 60

婚姻 已婚 20 72 0.560 0.454

未婚或丧偶 8 20

发作类型 抑郁 16 59 0.291 0.655

狂躁 12 33

医疗付费方式 医保 18 80 14.307＜0.001

自费 10 12

坚持服药时间（月） ＜3 8 12 8.228 0.042

3-6 5 24

7-12 10 20

＞12 5 36

2.2　双相情感障碍治疗后复发多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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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素分析显示，合并睡眠障碍、医疗支付自

费、既往复发次数＞ 3 次、负性生活事件评分＞ 80
分、迅速停药、坚持服药时间＜ 3 个月是双相情感

障碍治疗后复发的危险因素，见表 2。
表2　双相情感障碍治疗后复发多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β SE waldχ2 P OR（％95CI）

合并睡眠障碍 1.217 0.330 13.594 0.0053.376（1.885~10.193）

医疗支付自费 1.034 0.328 9.929 0.020 2.811（1.312~8.323）

既往复发次数＞3次 0.923 0.321 7.906 0.028 2.455（1.101~7.985）

负性生活事件评分＞80分 0.981 0.330 8.836 0.025 2.667（1.244~8.995）

迅速停药 0.797 0.319 6.262 0.036 2.218（1.612~7.023）

3　讨论

经过合理治疗，绝大多数双相障碍患者的病情

能够有效控制。但复发仍是一个严重的挑战，患者

复发后不仅加重患者痛苦，也给社会、家庭带来负

担。寻找复发的影响因素，并据此开展有针对性的

干预是降低复发的重要研究方向。本研究发现，120
例患者经治疗痊愈后 1 年复发率仍达到 23.33％，其

中抑郁 14 例，狂躁 10 例，而出现了 4 例混合发作，

与黄娟等［8］报道一致，说明目前双相障碍患者的复

发率较高。

本研究结果显示，合并睡眠障碍是双相障碍复

发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有学者提出睡眠节律紊乱

是双相情感障碍发病内源性机制的一部分，睡眠紊

乱可能是抑郁或狂躁发作的前驱表现［9］。本研究发

现医疗支付自费者复发风险更高，一方面可能因其

考虑经济因素自行缩短了药物维持治疗的时间或剂

量导致复发风险上升；另一方面，痊愈后因担心再次

入院造成经济负担而长期处于不同程度的焦虑当中，

甚至出现复发恐惧，这些不良情绪也可能加快复发。

这一观点与叶嘉恩等［10］观点一致，认为双相情感障

碍治疗后复发或症状残留是患者多个社会功能、心

理领域受损造成的结果。

对于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而言，复发次数越多提

示患者病情相对更严重，治疗难度更大，基于双向

情感障碍患者旋转门（RD）特征我们认为，多次入

院可能导致患者短时间内表现出“入院 - 出院 - 再入

院”循环的 RD 现象，造成抑郁症状反复，增加复发

风险［11］。生活事件量表（LES）中将负性生活事件划

分为家庭、社会等 5 类，用以评价负性生活事件对

生活的影响，本研究结果显示＞ 80 分是抑郁复发的

独立危险因素，提示负性生活事件越严重，疾病越

易复发。本研究还发现，迅速停药和坚持服药时间

＜ 3 个月是患者复发的危险因素，这与职彦敏等［12］

调查结果一致，因患者或家属的主观意愿导致药物

维持治疗的时间和剂量的不足是导致双相情感障碍

复发或疗效不佳的主要原因之一，且该问题较为普

遍。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包括样本量小，观察时

间也比较短，后续需要更大样本，更长时间的随访

研究来进一步明确双相障碍复发的影响因素。

综上所述，双相情感障碍治疗后复发率较高，

受到睡眠障碍、医疗付费方式、负性生活事件等的

影响，应就相关危险因素及早采取措施以降低复发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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