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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合并抑郁患者的脑电图特点及可能的影响因素

杨艳莉 、 高秀菊 、 田晓桐

【摘要】目的　研究脑卒中合并抑郁患者的脑电图特点及可能的影响因素。方法　选取 2019 年 10

月～2020 年 10 月我院收治的 72 例脑卒中患者为研究对象。患者均行脑电图检查，观察不同脑区各个

频段波的相对功率特点，并收集患者一般资料。根据是否合并抑郁将患者分为抑郁组和非抑郁组，采

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法分析脑卒中患者合并抑郁的可能的影响因素。结果　72 例脑卒中患者中，

合并抑郁患者 25 例，占 34.72％；未合并抑郁患者 47 例，占 65.28％。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抑郁组

患者伴有糖尿病患者占比、卒中量表（NIHSS）评分、额区及颞区 δ 波相对功率均显著高于非抑郁组，

前额叶β1、额区β2、颞区β2、顶区β1 波相对功率均显著低于非抑郁组（P<0.05）。多元 Logistic 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糖尿病、NIHSS 评分、前额叶β1、额区β2、额区 δ、颞区β2、颞区 δ、顶区β1

波相对功率可能是影响脑卒中患者合并抑郁的独立风险因素（P<0.05）。结论　脑卒中合并抑郁患者

脑电图表现主要呈 δ波相对功率升高，β波降低，脑电图检查对早期识别卒中合并抑郁患者具有临床

价值，合并糖尿病、NIHSS 评分及脑电图波相对功率改变可能是脑卒中合并抑郁的独立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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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EEG characteristics and possible influencing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stroke complicated with de-
pression　　YANG Yanli，GAO Xiuju，TIAN Xiaoto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uoyang 47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lectroencephalogram（EEG）characteristics and possible influencing fac-

tors in patients with stroke complicated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72 patients with strok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9 to October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ll patients underwent EEG examina-

tion to observe the relative power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frequency bands in different brain regions，and collect gen-

eral data of patients.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depressed group and non-depressed group according to whether patients 

were complicated with depression.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possible influencing fac-

tors of stroke patients complicated with depression. Results　Among 72 stroke patients，25 patients（34.72％）were 

complicated with depression. There were 47 patients without depression，accounting for 65.28％.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diabetes，NIHSS score，and relative power of β1 wave in frontal region 

and temporal region in depress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non-depression group，and the relative 

power of β1 wave in prefrontal region，β2 wave in frontal region，β2 wave in temporal region and β1 wave in parietal 

region in depress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non-depression group（P<0.05）.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diabetes mellitus，NIHSS score，frontal β1，frontal β2，frontal delta，temporal β2，

temporal delta，and parietal β1 wave relative power might b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strok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P<0.05）. Conclusion　The EEG of patients with stroke and depression mainly showed an increase in the relative 

power of δ wave and a decrease in the relative power of β wave. EEG examination has clinical value for early identifica-

tion of patients with stroke and depression. Diabetes mellitus，NIHSS score and changes in the relative power of EEG 

wave may b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strok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

【Key words】Stroke；Depression；Electroencephalogram；Influencing factors

［作者工作单位］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洛阳，471000）。

［第一作者简介］杨艳莉（1974.10-），女，河南兰考人，本科，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急诊相关。

［通讯作者］杨艳莉（Email：hangwozhong7370@163. com）。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1 年第 48 卷第 4 期 - 675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脑卒中合并抑郁病理机制目前尚未完全阐明，

一般认为其主要由生物 - 社会 - 心理相互影响所致，

早期发现并采取有效干预对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要

意义［1-3］。脑电图是脑生物电活动检查技术之一，可

通过测定自发性、节律性的生物电活动了解脑功能

状态，研究显示，脑卒中合并抑郁患者的脑电图检

查存在阳性症状，对卒中合并抑郁的早期诊断具有

一定价值，但目前尚需更多研究进行分析佐证［4］。

本研究就脑卒中合并抑郁患者的脑电图波进行分析，

探讨其与脑卒中合并抑郁的关系，并分析脑卒中并

发抑郁症的可能的影响因素，以期为临床提供参考，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10 月～2020 年 10 月我院收治的 72
例脑卒中康复期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患者

均符合脑卒中临床诊断标准［5］，且经 CT 或 MRI 等检

查确诊；②年龄≥ 18 岁；③首次发病；④生命体征平

稳；⑤意识清晰，能配合完成脑电图检查；⑥临床资

料完整。排除标准：①合并急慢性感染、恶性肿瘤、

其他严重躯体疾病；②既往存在脑手术史、器质性脑

病史；③合并免疫功能障碍；④精神病史；⑤非脑卒

中引起的抑郁；⑥合并意识、认知功能障碍，有严重

失语或理解表达障碍，不能配合检查者。本研究获

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号：2019-08 号）批准。

研究对象男 38 例，女 34 例；年龄 52～79 岁，

平均（65.73±8.72）岁；体质量指数 21.37～26.78kg/

m2，平均（23.12±1.77）kg/m2；出血性脑卒中 28 例，

缺血性脑卒中 44 例。

1.2　方法 

脑电图检查：检查前保证室内安静，避免强光，

远离电磁辐射，嘱患者取舒适体位，闭上双眼，保

持意识清醒。采用 EEG-9200K 型脑电图仪，根据

国际 10-20 系统电极放置法操作，参考电极置于双

侧耳垂处，电极与皮肤间的电阻在 5000Ω 以下，放

大器采样率为 512 Hz，过滤器频率为 0.5～10 Hz/70 

Hz，如出现伪差时使用陷波滤波器频率（50 Hz），走

纸速率 30 mm/s，灵敏度为 7～10 mv/mm，选取无

伪影背景期脑电图 1min，采用单极和双极导联进行

脑电图分析。分析患者各个频段波（α1、α2、β1、

β2、δ、θ）在不同脑区（前额区、额区、颞区、顶区）

的相对功率特点。其中，α1 波指频率在 8～10 Hz

范围的波；α2 波频率范围为＞ 10～13 Hz；β1 波频

率范围为＞ 13～18 Hz；β2 波频率范围为＞ 18～30 

Hz；δ 波频率范围为 0.5～3.5 Hz；θ波频率范围为

3.6～7.5 Hz。脑电图结果分析由两名接受过脑电图

训练，具有丰富经验的神经内科医师或脑电图医师

共同完成，且医师均接受同质化培训，考核及格。

资料收集：收集所有患者一般资料，包括年龄、

性别、体质量指数、卒中类型、受教育程度、病变

部位、是否合并糖尿病及高血压、美国国立卫生研

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

1.3　观察指标

采用 NIHSS［6］对患者神经功能进行评估。该量

表内包含意识、上下肢运动、语言、感觉等 11 项内

容，评分范围 0～42 分，分数越低提示患者神经功

能恢复越好。

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24 项版本 ［7-8］

评估患者抑郁发生情况，得分＜ 8 分为正常；≥ 8 分

为可能存在抑郁症，HAMD 评分越高表示抑郁症状

越严重。

1.4　统计学方法

选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

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

验；计数资料以 n（％）表示，采用 χ2 检验；采用多

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法分析脑卒中患者合并抑郁的可

能的影响因素。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脑卒中患者合并抑郁的情况分析

72 例脑卒中患者中，合并抑郁患者 25 例，占

34.72％，纳入抑郁组；未合并抑郁患者 47 例，占

65.28％，纳入非抑郁组。

2.2　脑卒中患者合并抑郁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抑郁组患者伴有糖尿病

患者占比、NIHSS 评分、额区及颞区 δ波相对功率均

显著高于非抑郁组，前额叶β1、额区β2、颞区β2、

顶区β1 波相对功率均显著低于非抑郁组（P<0.05），

见表 1。

2.3　脑卒中患者合并抑郁的影响因素的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将脑卒中患者合并抑郁作为因变量，将上述存

在差异的单因素作为自变量，纳入多元 Logistic 回归

分析模型，相应赋值见表 2。建立 Logistic 多元回归

模型，结果显示，糖尿病、NIHSS 评分、前额叶β1、

额区β2、额区 δ、颞区β2、颞区 δ、顶区β1 波相对

功率可能是影响脑卒中患者合并抑郁的独立风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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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P<0.05），见表 3。
表1　脑卒中患者合并抑郁的单因素分析

指标 抑郁组（n=25）非抑郁组（n=47） t/χ2 P

年龄（岁） 66.53±8.43 65.73±8.62 0.378 0.707

性别（n） 2.509 0.113

　　男 10（40.00） 28（59.57）

　　女 15（60.00） 19（40.43）

体质量指数（kg/m2） 23.12±1.77 23.61±1.56 1.211 0.230

卒中类型（n） 1.338 0.247

　　出血性脑卒中 12（48.00） 16（34.04）

　　缺血性脑卒中 13（52.00） 31（65.96）

受教育程度（n） 0.412 0.814

　　初中及以下 14（56.00） 29（61.70）

　　高中及大专 7（28.00） 10（21.28）

　　本科及以上 4（16.00） 8（17.02）

糖尿病（n） 5.492 0.019

　　有 12（48.00） 10（21.28）

　　无 13（52.00） 37（78.72）

高血压（n） 0.038 0.846

　　有 8（32.00） 14（29.79）

　　无 17（68.00） 33（70.21）

病变部位（n） 0.054 0.631

　　基底节区 9（36.00） 14（29.79）

　　内外囊 7（28.00） 11（23.40）

　　皮质 4（16.00） 9（19.15）

　　脑干 3（12.00） 8（17.02）

　　丘脑 2（8.00） 5（10.64）

　　NIHSS（分） 20.25±4.21 12.43±4.13 7.598 0.000

不同脑区各频段相对功率

前额叶

　　α1 0.14±0.07 0.11±0.08 1.580 0.119

　　α2 0.12±0.07 0.11±0.05 0.701 0.486

　　β1 0.20±0.04 0.25±0.07 3.290 0.002

　　β2 0.39±0.10 0.42±0.11 1.136 0.260

　　δ 0.04±0.03 0.03±0.02 1.690 0.096

　　θ 0.14±0.08 0.13±0.09 0.466 0.643

额区

　　α1 0.15±0.06 0.12±0.07 1.816 0.074

　　α2 0.13±0.07 0.11±0.06 1.270 0.208

　　β1 0.23±0.06 0.24±0.07 0.605 0.547

　　β2 0.30±0.10 0.41±0.09 4.750 0.000

　　δ 0.04±0.02 0.03±0.01 2.836 0.006

　　θ 0.14±0.05 0.12±0.04 1.849 0.069

颞区

　　α1 0.17±0.07 0.14±0.08 1.580 0.119

　　α2 0.16±0.03 0.12±0.02 1.635 0.107

　　β1 0.25±0.07 0.28±0.08 1.580 0.119

　　β2 0.25±0.08 0.32±0.11 2.807 0.007

　　δ 0.04±0.01 0.03±0.02 2.344 0.022

　　θ 0.15±0.04 0.13±0.05 1.726 0.089

顶区

　　α1 0.15±0.08 0.12±0.07 1.647 0.104

　　α2 0.17±0.07 0.14±0.06 1.905 0.061

　　β1 0.23±0.07 0.31±0.05 5.606 0.000

　　β2 0.28±0.09 0.33±0.11 1.950 0.055

　　δ 0.05±0.03 0.04±0.02 1.690 0.096

　　θ 0.15±0.08 0.14±0.09 0.466 0.643

表2　量化赋值表

变量 量化赋值

糖尿病 X1 无=0，有=1

NIHSS X2 ＜16.34分=0，≥16.34分=1

前额叶β1 X3 ≥0.23=0，＜0.23=1

额区β2 X4 ≥0.36=0，＜0.36=1

额区δ X5 ＜0.035=0，≥0.035=1

颞区β2 X6 ≥0.29=0，＜0.29=1

颞区δ X7 ＜0.035=0，≥0.035=1

顶区β1 X8 ≥0.27=0，＜0.27=1

合并抑郁 Y 否=0，是=1

表3　脑卒中患者合并抑郁的影响因素的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

变量 β S. E. Wald P OR 95％CI

糖尿病 1.005 0.329 9.331 0.002 2.733 1.433～5.212

NIHSS 0.303 0.978 0.096 0.002 1.354 1.118～1.640

前额叶β1 0.355 0.088 16.274 0.000 1.426 1.201～1.693

额区β2 0.425 0.135 9.911 0.002 1.529 1.173～1.993

额区δ 0.199 0.085 5.481 0.020 1.220 1.032～1.442

颞区β2 0.553 0.154 12.895 0.000 1.738 1.284～2.353

颞区δ 0.564 0.172 10.752 0.001 1.758 1.254～2.465

顶区β1 0.222 0.053 17.545 0.000 1.249 1.126～1.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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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脑电图既往常用于癫痫等精神障碍疾病的诊断、

分类及定位病变部位，对明确脑功能性病变及损害

具有价值［9］。有学者利用脑电图研究卒中合并抑郁

患者特征变化，结果显示，脑卒中患者左右脑半球

之间的连接明显减弱，且随着抑郁程度的加深，这

种特征更加明显，并且顶枕区与额叶区的连接性呈

下降趋势，提示脑电图可应用于抑郁症患者大脑异

常功能活动的监测中［10-11］。本研究结果显示，抑郁

组额区及颞区 δ 波相对功率均显著高于非抑郁组，

前额叶β1、额区β2、颞区β2、顶区β1 波相对功率

显著低于非抑郁组，且脑电图前额叶β1、额区β2、

额区 δ、颞区β2、颞区 δ、顶区β1 波相对功率是

脑卒中合并抑郁的独立影响因素，提示脑电图检查

对诊断卒中患者合并抑郁具有一定价值。额区、颞

区 δ 波升高提示卒中合并抑郁患者皮质活动下降，

考虑与卒中引起的广泛脑损害导致大脑皮层活动受

限有关。Egorova 等［12］研究发现，抑郁患者存在β波

功率下降，且其与 HAMD 评分呈负相关，与皮质激

活呈正相关。脑电图可将脑细胞的生物自发电位进

行放大、记录后采集脑电波，通过电极记录的脑细

胞群的节律性和自发性的脑电活动，对大脑异常活

动进行有效监测，可用于识别早期卒中合并抑郁患

者。

此外，本研究结果显示，合并糖尿病、NIHSS

评分也是脑卒中合并抑郁的独立影响因素，与房颖

等［13］研究结果相符。田亮等［14］研究显示，NIHSS

评分与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呈正相关，提示

卒中后神经功能缺损更严重的患者发生抑郁风险更

高。神经功能缺损严重患者生活能力差、家庭负担

重，均引起卒中后抑郁的发病风险增加，而合并糖

尿病会加重患者神经功能受损程度，使患者思维迟

缓，言语动作减少，意志活动减退。存在抑郁症状

的卒中患者治疗依从性差，从而影响躯体症状的康

复，而躯体功能障碍迁延不愈又造成抑郁情绪加重，

二者互相影响，临床应注意早期发现患者抑郁症状，

从而改善患者预后。

综上所述，脑卒中合并抑郁患者脑电图表现主

要呈 δ 波相对功率升高，β波降低，脑电图检查对

早期识别卒中合并抑郁患者具有临床价值，合并糖

尿病、NIHSS 评分及脑电图波相对功率改变可能是

脑卒中合并抑郁的独立风险因素。对此类患者应密

切关注，早期进行有效干预，促进患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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