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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庭性偏头痛患者心理状态及影响因素分析 

卜豪英 1 、 魏新侠 1 、 鲁新月 1 、 王　冰 2

【摘要】目的　探讨前庭性偏头痛（VM）患者的心理状态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选取我院 2019

年 5 月 -2020 年 8 月期间收治的 128 例 VM 患者，采用自制头痛调查问卷、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对患者心理状态进行评估，并分析可能影响患者心理状态的

因素。结果　128 例 VM 患者中，92 例伴有焦虑，97 例伴有抑郁，焦虑抑郁共病 53 例；VM 患者伴

有焦虑、抑郁与病程、学历、医疗费用来源、发作次数、听力受损因素相关；其中病程、偏头痛发

作次数、学历、听力受损、医疗费用来源均是 VM 患者焦虑抑郁的危险因素（P< 0.05）。结论　VM

患者伴有焦虑、抑郁情绪比例较高，焦虑、抑郁与病程、偏头痛发作次数、学历、听力受损因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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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vestibular migraine 
　　BU Haoying，WEI Xinxia，LU Xinyue，et al. Yellow River Central Hospital，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vestibu-

lar migraine（VM）. Methods　A total of 128 VM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9 to August 2020 

were selected. The self-made headache questionnaire. 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were used o assess the mental state of the patients，and the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the mental state of patient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investigation showed that among 128 patients with VM.92 patients were accompanied by 

anxiety and 97 patients were accompanied by depression，53 cas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comorbidities. VM pa-

tients with anxiety，depression were related to the course of disease，education，source of medical expenses，number 

of attacks，and hearing impairment；among them，the course of disease. The number of migraine attacks，educational 

background，hearing loss，and sources of medical expenses are all risk factors for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VM pa-

tients（P<0.05）. Conclusion　Most of VM patients are accompanied by anxiety and depression，which are related to 

the course of the disease，the number of migraine attacks，educational background，and hearing impairment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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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庭性偏头痛（vestiular migraine，VM）是前庭

功能障碍和偏头痛共存的良性复发性眩晕疾病，其

主要表现为位置性或自发性眩晕，每次发作时间可

持续数秒或数天，常伴有偏头痛症状［1］。 前庭神经

与蓝斑核、中缝背核、臂旁核等情绪相关核团相连，

还与齿状回、海马、大脑额叶等控制情绪结构存在

联系，当 VM 疾病发作时异常前庭刺激会经臂旁核

与前庭神经之间的联系促使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

5- 羟色胺等神经递质代谢紊乱，进而激发患者出现

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3］。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又

可造成 VM 患者神经递质异常释放，其中单侧神经

递质释放紊乱可诱发单侧前庭失衡，造成前庭功能

失衡，导致旋转性眩晕；双侧神经递质紊乱可造成前

庭兴奋性异常变化引发静态失衡，最终导致步态紊

乱和位置性眩晕［2］；进而形成恶性循环，严重影响疾

病预后疗效。鉴于此，本文旨在观察 VM 患者心里

状态现况及其影响疾病相关因素。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9 年 5 月～2020 年 8 月期间收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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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例 VM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50 例，女 78
例，年龄在 30～69 岁之间，平均（49.51±4.22）岁，

病程 3 个月～2 年，平均（1.13±0.14）年。纳入标准：

患者均符合 VM 疾病诊断标准［4］；5 次及以上中重度

前庭症状发作，持续时间 5min～72h；畏光、畏声，

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所有患者及家属知情并签

订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半年内出现脑出血、脑梗

死中枢性疾病，曾患有焦虑抑郁病史并接受抗抑郁、

抗焦虑治疗，精神异常、认知功能障碍者。

1.2　方法

由医护人员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对患者心理状态进行评估，

HAMA 量表包含 14 个条目，每个条目评分范围为

0-4 分，总分≥ 29 分为严重焦虑，总分≥ 21 分为肯

定有明显焦虑，总分≥ 14 分为肯定有焦虑，总分 >7
分为可能有焦虑，分数 <7 分为正常。HAMD 量表其

中包含抑郁情绪、入睡困难、激越等 17 个条目，总

分 >35 分为严重抑郁症，总分在 20-35 分之间肯定

有抑郁症，8-20 分可能有抑郁症，总分 <8 分正常。

根据 HAMA、HAMD 评分将患者分为抑郁组和无

抑郁组、焦虑组和无焦虑组，医护人员以面对面或电

话形式采用我院自制头痛调查问卷评估影响患者心理

状态因素，调查问卷包含：年龄、性别、病程、学历、

医疗费用来源、偏头痛发作次数、听力受损等项目。

1.3　观察指标

1.3.1　根据 HAMA、HAMD 量表评估焦虑抑郁

人数及评分。

1.3.2　分析影响 VM 患者心理状态的因素。

1.4　统计学方法

将本研究 128 例 VM 患者数据采用 SPSS23.0 软

件进行分析，性别等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

用 χ2 检验进行组间对比，HAMA、HAMD 评分等

计量资料数据用（x±s）表示，比较用 t 检验，采用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VM 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因素，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VM 患者心理状态评估

128 例 VM 患者经 HAMA、HAMD 量表评估后，

其中焦虑人数 92 例，焦虑发生率为 71 .88 ％，抑

郁 97 例，抑郁发生率为 75.78％，焦虑抑郁共病 53
例，发生率 41.41％；VM 并发焦虑组患者 HAMA 评

分为（20.70±6.03）分高于无焦虑组（3.47±2.05）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16.732，P<0.001）；VM

并发抑郁组患者 HAMD 评分为（23.82±8.07）分高

于无抑郁组（4.74±2.10）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12.996，P<0.001）。

2.2　VM 患者并发焦虑、抑郁单因素分析

经单因素分析显示，VM 患者并发焦虑、抑郁与

病程、学历、医疗费用来源、发作次数、听力受损

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3　VM 患者并发焦虑多因素分析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病程、学历、医

疗费用来源、发作次数是 VM 患者并发焦虑的危险

因素，听力正常是 VM 患者并发焦虑的保护因素，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4　VM 患者并发抑郁多因素分析

根据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病程、学历、

医疗费用来源、发作次数、听力受损是 VM 患者并

发抑郁的危险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3。

3　讨论

VM 是临床上常见的偏头痛疾病类型，占所有偏

头痛类型的 10％-21％，大约有 1％的患者终身患

病，疾病发作后可出现眩晕、畏光、气味恐惧、眼震、

步态障碍等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5］。该疾

病发病机制可能与皮质扩散抑制、三叉神经血管功

能障碍、遗传等因素相关，其中皮质扩散抑制是多

个胶质细胞和神经元去极化，并伴有神经电活动在

一段时间内受抑制，是偏头痛发作的先兆；在皮质

扩散抑制过程中，神经细胞外释放大量花生四烯酸、

K+、H+ 等信号物质，使三叉神经血管系统被激活，

释放 P 物质、降钙素基因相关肽，引发脑膜血管扩

张、肥大细胞脱颗粒及血浆渗出，导致偏头痛症状

发生。当三叉神经节和其纤维受刺激后，肥大细胞

被激活释放于血管内，促使血管通透性增加，血浆

蛋白渗出进而刺激痛觉纤维传至中枢神经，导致 VM

相关症状出现［6］。偏头痛患者伴发生眩晕的风险是

紧张性头痛或无头痛患者的 3 倍，因疾病具有反复

发作、疼痛感重等特征，患者缺乏对该疾病的认知，

使患者产生恐惧、不安等不良心理反应，根据调查

显示 50％VM 患者常伴有焦虑和抑郁［7］。

本研究显示 VM 患者伴焦虑、抑郁发生与年龄、

性别无关（P>0.05），但中年患者发生抑郁概率偏高。

由于女性生理和心理较为复杂，在日常生活中承担着

多种角色，易产生超负荷感，对于男性而言其寻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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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VM患者并发焦虑、抑郁的单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抑郁（n=97） t P 焦虑（n=92） t P

年龄（岁） 30-50 24.98±7.94 1.493 0.139 21.75±6.09 1.773 0.080

51-69 22.54±8.10 19.55±5.82

性别 男 22.40±7.99 -1.745 0.084 20.69±6.28 -0.010 0.992

女 25.22±7.97 20.70±5.84

病程 3个月-1年 21.06±7.88 -2.550 0.012 15.89±5.49 -5.926 0.000

>1年 25.32±7.83 22.80±4.98

学历 初中 13.80±3.40 65.915 0.000 11.40±2.10 69.388 0.000

高中 20.00±5.37 17.88±3.22

大专及以上 28.68±5.72 23.82±4.25

医疗费用来源 公费 13.00±2.90 -9.796 0.000 16.96±5.37 -3.661 0.000

自费 26.82±6.27 21.94±5.74

发作次数 1-3次 18.23±6.83 -5.135 0.000 17.97±5.74 -3.430 0.001

>4次 26.33±7.32 22.22±5.68

听力受损 有 25.32±7.82 3.246 0.002 22.63±5.01 6.668 0.000

无 19.52±7.30 14.55±4.77

表2　VM患者并发焦虑的多因素分析

变量 基准 B值 标准错误 β P值 95％CI OR值

常量 0.031 6.359 0.996 -12.561-12.622

年龄 30～50 -1.388 1.318 -0.074 0.294 -3.996-1.221 0.250

性别 男 -0.840 1.403 -0.045 0.550 -3.618-1.938 0.432

病程 3个月～1年 4.003 1.054 0.208 0.000 1.915-6.090 54.762

学历 初中 2.140 1.010 0.187 0.036 0.139-4.141 8.499

医疗费用来源 公费 6.180 1.107 0.323 0.000 3.988-8.373 482.992

发作次数 1～3次 3.540 1.107 0.189 0.002 1.348-5.731 34.467

听力受损 有 -5.540 1.422 -0.288 0.000 -8.355-2.724 0.004

表3　VM患者并发抑郁的多因素分析

变量 基准 B值 标准错误 β P值 95％CI OR值

常量 0.665 6.588 0.920 -12.378-13.708

年龄 30-50 -2.329 1.962 -0.108 0.237 -6.214-1.555 0.097

性别 男 -1.092 1.838 -0.051 0.553 -4.730-2.546 0.336

病程 3个月-1年 2.764 1.315 0.127 0.038 0.161-5.368 15.863

学历 初中 6.279 1.057 0.507 0.000 4.185-8.372 533.255

医疗费用来源 公费 3.257 1.290 0.143 0.013 0.703-5.812 25.972

发作次数 1-3次 3.785 1.256 0.171 0.003 1.298-6.273 44.036

听力受损 有 -4.124 1.180 -0.185 0.001 -6.461-1.788 0.016

会支持和解决问题的应对措施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少，

故女性患者心理困扰程度稍高于男性［8-9］。本研究对

VM 患者并发焦虑、抑郁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病程、

学历、医疗费用来源、发作次数、听力受损与负面情

绪相关；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病程、学历、医疗

费用来源、发作次数是引发患者发生焦虑、抑郁情绪

的危险因素，听力正常是 VM 患者并发焦虑抑郁的保

护因素。VM 属于慢性神经性血管疾病，在其发展过

程中可能会伴有听力受损、慢性平衡障碍并发症，由

于位置性眩晕反复发作影响膜迷路神经，促使波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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