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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血液透析的尿毒症患者抑郁状况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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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首次血液透析的尿毒症患者抑郁的发生情况及影响因素。方法　选取 96 例

2013 年 6 月～2015 年 10 月在本院接受血液透析的尿毒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状况调查问

卷和 Zung 氏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估患者的一般资料及抑郁的发生情况。结果　首次血液透析临

近前，患者抑郁的发生率增加，且抑郁程度以轻、中度为主；血液透析后 1 周，患者抑郁的发生率

依然较高（75.1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02）。男性、年龄≥ 60 岁、未婚、文化程度低、低

收入和缺乏社会支持可能是患者抑郁发生率增高的危险因素（P< 0.05）。结论　尿毒症病人在进行

首次血液透析治疗前后抑郁的发生率较高，且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收入情况和社会

支持情况是影响患者抑郁程度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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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ression condition and related factors of patients with first uremia on hemodi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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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epression condition and related factors of patients with first uremia 

on hemodialysis. Methods　A total of 96 patients with first uremia on hemodialysis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3 to 

October 2015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questionnaire about general condition and Self-Rating Depression（SD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ral data and scores of SDS of patients. Results　Before the first hemodialysis，the 

incidence rate of depression condition was increased，and the majority degree of depression were mild and moderate. 

After hemodialysis，the incidence rate of depression condition still increased（75.11％），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

cally significant（P=0.002）.Male，more than 60 years old，unmarried，low education level，low income and lack of 

social support may be the risk factors which can increase the incidence rate of depression. Conclusion　Before and after 

first hemodialysis，the incidence rate of depression of patients was high. Sex，age，marriage，culture degree，income 

and social support were the risk factors for depression sev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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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毒症是指急性和慢性肾功能衰竭发展到最严

重阶段，肾单位大量破坏，代谢终末产物和毒性物

质在体内大量潴留，并有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紊

乱以及某些内分泌功能失调，从而引起一系列自体

中毒症状［1］。血液透析是目前临床治疗尿毒症的最

有效方法之一，其基本原理是将患者的血液经动、

静脉通路引入透析装置的透析器内被净化，然后重

新输入体内，从而达到清除体内代谢产物及有毒物

质，缓解自体中毒症状的目的［2，3］。有研究表明［4］，

血液透析的尿毒症患者及其家庭往往担负着巨大的

经济和精神压力，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普遍存在各种

心理障碍，尤其是抑郁的发生率较高，有报道指

出［5］，约 74.8％的尿毒症患者在进行血液透析治疗

时曾出现过抑郁状态。患者处于抑郁状态，不但损

害患者对治疗的自信心，挫伤、降低依从性，影响

康复进程，而且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6，7］。本

研究收集 96 例于本院接受首次血液透析的尿毒症患

者一般资料，分析其抑郁的发生情况及影响因素。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作者工作单位］1 陕西省铜川矿务局中心医院（铜川，727000）；2. 西安市中心医院。

［第一作者简介］王清俊（1974.11-），女，陕西蒲城人，本科，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肾脏内科。

［通讯作者］王清俊（Email：1974wq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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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2013 年 6 月～2015 年 10 月在本院接受血

液透析的尿毒症患者 96 例作为研究对象，男性 59
例，女性 37 例；年龄 26～78 岁，平均（52.2±18.6）

岁。入选标准：①确诊为慢性肾功能衰竭引起的尿毒

症患者，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8］关于

抑郁症的诊断；②病情稳定，无严重并发症；③符合

血液透析的治疗指征；④首次接受透析治疗；⑤未服

用抗抑郁药物；⑥无精神疾病病史。排除标准：①合

并感染、心衰等严重并发症；②患者存在明显的智能

障碍。所有患者均已被告知本研究的相关内容，自

愿参与本研究并已签署相关知情同意书。两组患者

的性别、年龄、病程等临床一般资料差别比较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调查方法

先调查参与研究患者的性别、年龄、婚姻、文

化程度、收入情况、病程、社会支持等一般情况。

然后通过 Zung 氏抑郁自评量表（SDS）进行评分，

SDS 分值高低与抑郁程度呈正相关，且 SDS 评分每

提高 10 分，抑郁程度加深一级；其中得分为 47～56
分的为轻度，57～66 分为中度，67～76 分为重度。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3.0 进行数据分析，四格表资料的比

较采用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采

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导致患者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

2　结果

2.1　首次血液透析前后不同时间抑郁发生率

首次血液透析临近前，患者抑郁的发生率增加

（透析前 1 周 82.90％；透析前 1 天 93.42％），且抑

郁程度以轻、中度为主（透析前 1 周轻中度抑郁占

76.32％；透析前 1 天轻中度抑郁占 86.84％）；血液透

析后 1 周，患者抑郁的发生率依然较高（75.11％）；

三组间抑郁总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2）。

（见表 1）
2.2　患者的一般资料与患者抑郁发生情况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Logis t 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年龄≥

60 岁 、 未 婚 、 文 化 程 度 低 、 低 收 入 和 缺 乏 社 会

支持可能是患者抑郁情绪发生率增高的危险因素

（P<0.05）。（见表 2）
表1　首次血液透析前后不同时间抑郁发生率（n=96，n，％）

抑郁程度 透析前1周 透析前1天 透析后1周 χ2 P
轻度 32（42.11％） 30（39.47％） 33（43.42％） - -

中度 26（34.21％） 36（47.37％） 22（28.95％） - -

重度 5（6.58％） 5（6.58％） 2（2.74％） - -

总计 63（82.90％） 71（93.42％） 56（75.11％） 12.445 0.002
表2　患者的一般资料与患者抑郁发生情况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一般情况 B S .E wa ld P OR 95％CI
性别  （男） 1.389 0.123 127.525 <0.001 4.011 3.152～5.104

年龄 （≥60） 1.883 0.925 4.144 0.042 6.573 1.073～40.286
婚姻 （未婚） 1.111 0.378 8.639 0.003 3.037 1.448～6.372

文化程度 （≤高中） 1.783 0.817 4.763 0.029 5.948 1.199～29.498
收入情况＜3000 2.689 0.876 9.423 0.002 14.717 2.643～81.938
社会支持（缺乏） 1.232 0.514 5.745 0.017 3.428 1.252～9.388

3　讨论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主要表现为

心境低落、思维迟缓、认知功能损害、意志活动减

退和躯体症状。患者一般出现持续的情绪低落、沮

丧、悲伤、绝望、孤独感、无助感和无价值感，对

完成某项任务或前途缺乏信心，悲观失望，自罪自

责，严重者甚至出现自杀现象［9］。肾功能衰竭发展

到尿毒症期，保守治疗已无法维持患者生存，血液

透析是目前临床治疗尿毒症的最有效方法之一。然

而，此法虽可部分替代肾脏的解毒和代谢功能，但

在治疗过程中患者及其家庭往往担负着巨大的经济

和精神压力；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也普遍存在各种心理

障碍，尤其是抑郁的发生率较高［4］。因此，近年来

对于尿毒症血液稀释治疗前后抑郁方面的研究逐渐

受到学者的重视。

本研究发现，尿毒症患者进行首次血液透析

临近前抑郁的发生率增加，且抑郁程度以轻、中

度为主；透析后 1 周，患者抑郁的发生率依然较高

（75.11％）。说明患者对于血液透析和自己的病情

普遍存在害怕、担心的心理，且发生率很高，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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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临床实际中的高度重视。此外，男性、年龄≥

60 岁、未婚、文化程度低、低收入和缺乏社会支持

可能是患者抑郁情绪发生率高的危险因素。这一结

果与李建英等［10］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Dashti 等也认

为［11］，尿毒症患者抑郁的发生率及抑郁发生的程度

与多方面因素有关，尤其是年龄、婚姻、文化程度、

收入情况和社会支持情况等因素。有文献报道发现，

病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较低下是导致患者心理健康

状况差的重要原因，此外，有研究显示，对尿毒症

及血液稀释治疗的了解不足、老年、未婚或婚姻状

况欠佳、文化程度低、收入低下以及缺乏社会支持

等将会大大提高患者抑郁情况的发生率［12］。值得一

提的是，本研究样本量较小可能会影响到本结果的

可推广性，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得到扩充。

综上所述，尿毒症病人在进行首次血液稀释治

疗前后抑郁的发生率较高，且性别、年龄、婚姻状

况、文化程度、收入情况和社会支持情况对患者抑

郁程度具有一定的影响，提示医师在治疗和护理此

类患者时应加强警惕，积极采取相应措施缓解抑郁

情绪，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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