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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患者并发抑郁的相关因素的 logistic回归分析及其护理对策

徐晓艳 1 、 于敢红 2 、 王　涛 1 、 邵国娟 1

【摘要】目的　探讨脑卒中患者并发抑郁的相关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及其护理对策。方法　选

取 2011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期间我院确诊治疗的脑卒中患者 300 例，所有患者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

表（HAMD）评估抑郁状态，依据是否并发抑郁分为并发组（125 例）和对照组（175 例），采用美国

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估神经功能，采用 Barthel 指数（BI）评估生活能力，采用单因

素分析法分析脑卒中患者并发抑郁的相关因素，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法筛选其中的危险因素，统计

分析所有患者的一般资料、抑郁、神经功能、生活能力等情况。结果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并发

组和对照组患者在性别、年龄、脑卒中性质方面基本相同，无显著性差异（P> 0.05），并发组患者低

文化程度、NIHSS 得分、合并基础疾病率、病程、独居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前者 BI 得分明显低于后

者，有显著性差异（P< 0.05）；logistic 回归分析法结果显示，低文化程度、高神经功能缺损、合并基

础疾病、长病程、独居是脑卒中患者并发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高生活能力是其保护因素（P< 0.05）。

结论　低文化程度、高神经功能缺损、合并基础疾病、长病程、独居与脑卒中患者并发抑郁有关，

前者是后者的独立危险因素，而高生活能力是后者的保护因素，提示护理人员应对上述危险因素人

群加强干预治疗，同时提高患者生活能力，以防治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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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nursing strategy on relative factors for complicating depression in cer-
ebral apoplexy patients　XU Xiaoyan，YU Ganhong，WANG Tao，et al. Huaian Hospital，Huai’an 2232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nursing strategy on relative factors for com-

plicating depression in cerebral apoplexy patients. Methods Files of 300 patients with cerebral apoplexy were retrospec-

tively analyzed from September 2011 to June 2015 in our hospitals，the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was used 

to assess depression symptoms for all patients. According to whether in concurrent depressive state，all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concurrent group（125 cases）and control group（175 cases）.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scores was used to evaluate nerve function，and the Barthel index（BI）was used to assess daily life ability. 

Single factor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ed factors of cerebral apoplexy patients complicated with depression 

whi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screen the risk factors. General information，depression score and nerve 

function，and daily life ability of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were analyzed.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single factor 

analysis，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between gender，age，category of stroke in concurr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The rates of lower cultural degree，NIHSS score，consolidated basis，course of disease rate，solitary 

in concurrent group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BI score of concurrent group patien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P<0.05）；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low level of education，

severe neurologic deficits，complication with underlying diseases，long disease duration and living alone were inde-

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complicating depression in cerebral apoplexy patients，and the high ability of daily life was a 

protective factor（P<0.05）. Conclusions Low level of education，severe neurologic deficits，complication with un-

derlying diseases，long disease duration and living alone could b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complicating depression 

in cerebral apoplexy patients，and the high ability of daily life might be a protective factor，which suggest physic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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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脑血管疾病，不

仅导致患者躯体上的残疾，还严重影响患者的心理

健康［1］。而抑郁症是脑卒中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据

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其在脑卒中患者中的发生率为

40～50％，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延缓患者的神

经和认知功能的恢复，故分析其中的影响因素对预

防患者抑郁症的发生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对此，

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患者临床资料，探讨其发生

的相关因素及危险因素，以为指导临床干预提供科

学的依据，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期间我院

确诊治疗的脑卒中患者 300 例的临床资料，依据是

否并发抑郁分为并发组（125 例）和对照组（175 例）。

并发组：男 72 例，女 53 例，年龄 49～79 岁，平均

年龄（64.87±11.76）岁；NIHSS 得分 12～23 分，平

均得分（19.46±3.57）分；合并糖尿病 42 例，合并

高血压 46 例；依据脑卒中性质分为出血性脑卒中 46
例，缺血性脑卒中 79 例。对照组：男 91 例，女 84
例，年龄 50～79 岁，平均年龄（65.58±12.31）岁；

NIHSS 得分 10～21 分，平均得分（14.82±2.96）分；

合并糖尿病 33 例，合并高血压 41 例；依据脑卒中性

质分为出血性脑卒中 67 例，缺血性脑卒中 108 例。

本次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批且通过，所有研究

对象均完整收集临床资料，且资料来源真实可靠。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经临床症状、头颅 CT 或 MRI 检查

等证实为脑卒中；②并发组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版（ICD-10）中抑郁症的诊断标准；③患者或其家属

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伴有肝、肺等重要器

官严重性疾病；②有恶性肿瘤、拒绝或中途退出参与

本次研究者；③有失语、耳聋、失用、严重认知功能

障碍或不能通过言语、眼神、肢体语言等方式进行

信息交流者。

1.3　研究方法

在调查开始前，由专科医师通过文献检索分析、

与长时间从事脑科和精神科工作的医务人员进行探

讨，根据研究目发现本项研究可能存在的缺陷，调整

部分问卷的内容。主要包括：问卷封面（前言，介绍

本次研究的目的，说明填写的注意事项，获得被调

查对象的同意）和一般资料（主要包括：性别、年龄、

职业、受教育程度、家庭情况、病程等）；问卷调查

主要采用汉密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评估抑郁状态，采用神经功能缺损量表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评

估神经功能，采用 Barthel 指数（Barthel Index，BI）

评估日常生活能力；确认问卷及表格制定完毕后开始

进行相关检查，确保调查结果的真实、可信，问卷

由患者本人填写。但如遇特殊情况，无法由患者本

人填写，则采取患者口述，由调查者记录，如果发

现有问题的调查问卷，及时采用电话或现场询问并

补充齐全，在数据录入环节采取双录入的方式，尽

量避免在录入过程中产生误差，提高资料的真实性。

1.4　观察指标和评价标准［2-3］

统计分析所有患者的一般资料、抑郁、神经功

能、生活能力等情况；其中 HAMD 量表得分越高表

示抑郁程度越高；NIHSS 量表评分范围 0～42 分，分

数越高表示神经功能受损越严重；BI 指数评分范围

0～100 分，分数越高表示生活能力越良好；文化程

度中初中及以下为低文化程度，初中以上为高文化

程度；病程中超过 1 年为长病程，1 年及以内为短病

程；基础疾病主要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等。

1.5　统计学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处理数据，对计数资料

比较采用 χ2 检验，对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采用单

因素分析法分析脑卒中患者并发抑郁的相关因素，

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法筛选其中的危险因素，在

P<0.05 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的单因素分析法分析比较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并发组和对照组患者在性

别、年龄、脑卒中性质方面基本相同，无显著性差异

（P>0.05），并发组患者低文化程度、NIHSS 得分、合并

基础疾病率、病程、独居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前者 BI

得分明显低于后者，有显著性差异（P<0.05），见表 1。

2.2　脑卒中患者并发抑郁危险因素的 logistic 回

归分析法分析

groups to strengthen the intervention on the above factors and improve the daily life ability of patients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depression.

【Key words】Cerebral apoplexy；Depression；Risk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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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stic 回归分析法结果显示，低文化程度、高

神经功能缺损、合并基础疾病、长病程、独居是脑

卒中患者并发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高生活能力是

其保护因素（P<0.05），见表 2。

3　讨论

脑卒中是一种由于脑部血管突然破裂或因血管

阻塞导致血液不能流入大脑而引起脑组织损伤的疾

病，患者发病后易并发抑郁症，严重影响着脑卒中

患者的生活质量，并延长了患者神经功能、认知等

各方面的恢复［4-5］。近年来，脑卒中的发病逐年增

加，患者并发抑郁症也随之上升，故分析其中的相

关因素对减少抑郁症的发生和改善患者生存质量具

有重要的临床价值［6-7］。有研究显示，脑卒中患者并

发抑郁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多数认为其与社

会、家庭、病情等因素有关，在生物、心理与社会

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导致该疾病的发生，其中治

疗关键在于彻底消除临床症状及相关危险因素，预

防复发［8-10］。

对此，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患者临床资料，

发现单因素分析显示并发组和对照组患者在性别、

年龄、脑卒中性质方面基本相同，前者低文化程度、

NIHSS 得分、合并基础疾病率、病程、独居率明显

高于后者，前者 BI 得分明显低于后者，logistic 回归

分析法显示低文化程度、高神经功能缺损、合并基

表1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的单因素分析法分析比较（n，％）

类别 并发组（n=125） 对照组（n=175） t/χ2 P

性别

　男 72（57.60） 91（52.00）

　女 53（42.40） 84（48.00） 0.922 >0.05

年龄（岁） 64.87±11.76 65.58±12.31 0.502 >0.05

　≤60 34（27.20） 42（24.00）

　>60 91（72.80） 133（76.00） 0.395 >0.05

脑卒中性质

　出血 46（36.80） 67（38.29）

　缺血 79（63.20） 108（61.71） 0.064 >0.05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85（68.00） 74（42.29）

　初中以上 40（32.00） 101（57.71） 19.355 <0.05

NIHSS得分（分） 19.46±3.57 14.82±2.96 12.275 <0.05

　>15 91（72.80） 71（40.57）

　≤15 34（27.20） 104（59.43） 30.490 <0.05

合并基础疾病

　是 88（70.40） 63（36.00）

　否 37（29.60） 122（64.00） 39.444 <0.05

病程（年） 2.34±0.86 0.79±0.43 20.528 <0.05

　>1 93（74.40） 80（45.71）

　≤1 32（25.60） 95（54.29） 24.578 <0.05

独居

　是 94（75.20） 64（36.57）

　否 31（24.80） 111（63.42） 43.646 <0.05

BI得分（分） 43.87±10.47 63.47±12.88 14.022 <0.05

　≥75 15（12.00） 48（27.43）

　<75 110（88.00） 127（62.57） 10.462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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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疾病、长病程、独居是患者并发抑郁的独立危险

因素，高生活能力是其保护因素。考虑出现上述结

果可能由于①低文化程度者可能由于疾病卫生防治

知识缺乏，如对疾病未知而产生紧张、恐惧等情绪，

或对脑卒中的疾病及治疗存在着较多的误区，如对

疾病症状或疾病治疗疗效产生担忧等，继而导致抑

郁症的发生，故医护人员应积极在患者入院后加强

对患者疾病及治疗的相关知识的讲解和宣教，使患

者更清楚脑卒中，以减少上述不良情绪的产生；②

高神经功能缺损者可能由于脑部血管病变导致脑神

经损伤，使单胺类神经递质和情感调节神经通路功

能异常而导致抑郁，故应积极做好患者神经功能恢

复的相关护理措施，如定期评估患者神经功能的恢

复情况，并制定个性化康复方案等③合并基础疾病

者可能由于自身基础疾病可引起机体内多组织损伤，

继而引起情感调节功能障碍，同时所患疾病越多则

症状越明显、应激反应越大，进而导致抑郁症的发

生，故应积极加强对患者基础疾病的积极干预，以

降低抑郁症发生的风险；④病程长者可能由于患病时

间长，其病情也较为严重，易使患者对疾病及疗效

产生担忧、不安等情绪，且患者各项功能恢复较慢，

随时间推移而发生抑郁，故应积极加强对患者进行

综合的康复训练护理指导，以促进神经再生和非损

伤区的功能代偿及促进躯体功能早期得到恢复；⑤独

居者可能由于自身独处家中，缺乏沟通交流，且独

居易营造空旷、封闭的环境氛围，易使患者产生焦

虑、不安、烦躁等负性情绪，进而导致抑郁的发生，

故在患者出院后应加强对其的随访，主动与患者进

行沟通交流和了解其心理状况，并给予相关建议，

使其摆脱独居封闭状态，进而避免上述负性情绪产

生而减少抑郁症发生的风险。

本研究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法系统地分析脑卒

中后并发抑郁的相关因素，并运用其结果指导制定

脑卒中后情绪康复的相关护理工作，可更贴近患者

实际情况给予干预，使患者获得更好疗效，但由于

本研究的样本数量偏小，且选取的病例多为本地区

人口，所以结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建议可进一步

扩大样本和跨地区选取病例进行研究。

综上所述，低文化程度、高神经功能缺损、合

并基础疾病、长病程、独居与脑卒中患者并发抑郁

有关，前者是后者的独立危险因素，而高生活能力

是后者的保护因素，提示护理人员应对上述危险因

素人群加强干预治疗，同时提高患者生活能力，以

防治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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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脑卒中患者并发抑郁危险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

类别 β Walds P OR 95％CI

独居 8.86 14.76 0.000 9.873 8.278～11.842

低文化程度 6.84 10.56 0.000 7.569 6.872～8.292

高生活能力 -4.52 -7.87 0.000 5.375 4.745～6.107

长病程 8.01 13.24 0.000 8.816 7.937～9.781

合并基础疾病 7.46 12.01 0.000 8.312 7.568～9.219

高神经功能缺损 6.28 9.08 0.000 6.921 6.174～7.5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