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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患者院外服药依从性的相关因素及其对复发的影响

程　勇 、 郑　雷 、 孙宁华 、 井绪贞

【摘要】目的　分析抑郁症患者院外服药依从性的相关因素及其对抑郁症复发的影响。方法　选

取 2011 年 7 月至 2014 年 7 月之间出院抑郁症患者 135 例进行随访。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一般人口学

资料、住院治疗与出院后服药相关情况、家庭和社会支持情况、复发情况等。实际共得到 120 例调

查资料，按照遵照医嘱服药或是自行减药、断续服药、停药将其分为依从组和非依从组，其中依从

组 56 例，非依从组 64 例。结果　（1）依从组和非依从组患者在性别、年龄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在受教育程度和婚姻情况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2）120 例患者中，有 76

例出现复发，44 例未见复发。依从组中复发 15 例，占 26.7％，非依从组中复发 61 例，占 93.8％，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3）Logistic 回归分析得出，影响抑郁症服药依从性的直接因素主要

有文化程度、家庭对服药的态度、用药维持时间、用药剂量、工作能力、复发情况。结论　加强宣

传遵照医嘱服药重要性，注重改善家庭环境，提高医疗质量是提高抑郁症患者院外依从性，降低复

发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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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related factors of discharged depressive patients’ medication compliance 

and its effect on the recurrence of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135 cases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during July 

2011 and July 2014 who discharge from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follow-up. The contents of investigation mainly 

included the general demographic data，hospitalization，related situation after discharge，family and social support 

situation，relapse and so on. 120 cases of survey data were got actually totally，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mpliance 

group（56 cases）and the non-compliance group（64 cases）as the condition of follow the doctor's advice to take medi-

cine or intermittent medication discontinuation. Results　（1）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roups 

in gender and age（P>0.05）.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roups in education and marriage show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ce（P<0.05）.（2）Among 120 cases，76 cases with recurrence and 44 cases with no recurrence. 

There were 15 cases with recurrence in the compliance group（26.7％）. It was significant low than that in the non-

compliance group（93.8％）（P<0.05）.（3）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direct factors that affecting 

depression medication adherence mainly were cultural level，family attitude to medication，medication，dosage，the 

ability to work and recurrence. Conclusion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strengthen the importance of taking medicine as 

the doctor's advice，improve the family environment and the quality of medical treatment are key points to improve the 

medication adherence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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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随着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与工作压力

的不断增加，抑郁症的发病率也随之增加。抑郁症

患者通常有反复发病且复发率高的特点，通过药物

治疗巩固治疗效果、预防病情复发是抑郁症治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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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重要的环节［1，2］。但是多种因素会影响服药的依

从性，本文对 120 例已出院病历调查资料进行分析，

从而探讨服药依从性对抑郁症复发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

2011 年 7 月至 2014 年 7 月从我院出院的单相或

双相抑郁症患者 135 例。纳入标准：（1）均符合美国

精神障碍诊断系统（DSM- Ⅳ）抑郁症发作诊断标准；

（2）首次发病的门诊患者，无既往用药史；（3）由

副教授以上医师确诊；（4）患者及家属知情并同意。

排除标准：（1）同时患有严重身体疾病，存在药物

依赖或有药物过敏史者；（2）合并其他精神障碍者；

（3）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其中男性 56 例，女性 64
例，年龄 18～72 岁，平均（39.35±13.58）岁，病程

2～22 年（均首次发病），平均（52.96±66.36）月。

1.2　方法

从 2015 年 3 月 1 日至 2015 年 8 月 1 日采用自编

的《抑郁症患者院外服药依从性调查表》对选取的

135 例已出院病人及其家属进行调查，得到调查数据

的患者为 120 例，其中 15 例患者失访，主要失访原

因为：已出院联系方式错误、更改或患者希望保密个

人资料等，因这些病例未得到具体资料无法确定临

床特征上的差异，故此处未进行分析。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姓名、年

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等），住院资料、出院

后服药相关情况，家庭和社会支持情况，复发情况

等。调查方法主要为随访：电话访问、家访。根据病

人的服药情况可分成依从组（遵照医嘱服药）和非依

从组（自行减药、断续服药、停药），其中依从组 56
例，非依从组 64 例。

1.3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取 χ2 检，

P<0.05 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最后以服药依从

性作为因变量，各可能相关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一般人口学资料对比分析

通过分析可得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上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两组患者在婚姻情况和

文化程度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1　两组患者一般人口学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
性别 婚姻 文化程度

男 女 未婚 再婚 离婚 丧偶 文盲 小学及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依从组 56 36.88±11.28 30 26 11 34 3 8 3 38 10 5

非依从组 64 41.43±15.23 28 36 5 30 11 18 20 32 4 8

χ2/t 1.837 1.15 10.43 15.85

P >0.05 >0.05 <0.05 <0.05

2.2　服药依从性对抑郁症复发的影响

调查显示，依从组中复发 15 例，占 26.7 ％，

未复发 41 例，占 73 .3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非依从组中复发 61 例，占 93.8％，未

复发仅为 3 例，占 6 .2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2　服药依从性对抑郁症复发的影响

复发情况 例数
依从组n=56 非依从组n=64

遵照医嘱服药 自行减药 断续服药 停药

复发 76 15（26.7％） 14（21.9％） 22（34.3％） 25（39.0％）

未复发 44 41（73.3％） 0 1（1.5％） 2（3.1％）

P <0.05 <0.05 <0.05 <0.05

2.3　患者服药依从性相关因素 Logistic 回归  

对 16 个可能影响抑郁症患者服药依从性的因素

进行了数量化，这 16 个因素分别为 X1 性别、X2 年

龄、X3 文化程度、X4 婚姻情况、X5 自知力、X6 出院

疗效、X7 病人对服药的态度、X8 家族史、X9 家庭经

济状况、X10 家庭和社会的支持、X11 用药维持时间、

X12 用药剂量、X13 住院次数、X14 药物副反应耐受情

况、X15 工作能力、X16 复发情况。以服药依从性为

因变量，采取逐步法引入 16 个自变量，通过计算得

出βχ，影响服药依从性的因素分别为 X3 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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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0 家庭和社会的支持、X11 用药维持时间、X12 用药

剂量、X15 工作能力、X16 复发情况。

3　讨论

抑郁症已成为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3-5］。作

为一种反复发作的精神疾病，患者接受治疗出院后

仍需要长期的药物治疗，但目前有 30％~60％的患

者不遵照医嘱服药，导致抑郁症的复发率仍居高不

下。服药的依从性问题常成为影响抑郁症复发的关

键因素，所以提高抗抑郁药物治疗的依从性是防止

抑郁症复发的关键因素 ［6，7］。治疗依从性主要是指病

人服药、生活方式等行为同健康教育或医学建议一

致的程度［8］。

从本文的调查结果可以得出，患者受教育程度

高、婚姻情况稳定的患者服药依从性较好，而且依

从性好的患者，抑郁症的复发率也相对较低。可见

足量药物治疗对维持抑郁症治疗效果十分重要 ［9］。

调查中还发现家庭和社会的支持、患者的工作能力

也同服药依从性有关联，创造一个好的和谐的家庭

氛围，加强病人与亲人、朋友、同学、同事的沟通，

都是提高患者服药依从性进而降低抑郁症复发的重

要因素。本研究发现，服药依从性的好坏会直接影

响患者抑郁症的复发率，而 Logistic 回归分析中可知

病情复发也会影响服药依从性，二者互为因果，所

以应该重视改善服药依从性和减少抑郁症复发［10］。

综上所述，抑郁症患者院外服药依从性同复发

关系密切，提示抑郁症的治疗不但要提高保证医疗

水平，同时还应注重宣传患者出院后遵照医嘱服药

的重要性、嘱咐患者家属家庭和社会支持的重要性，

帮助提高患者的心理适应能力，使患者尽快回归社

会，适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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