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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性血液透析病人抑郁发生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王亚楠1,姜亚芳2

[摘要]目的:调查维持性血液透析病人抑郁发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改善血液透析病人抑郁症状提供依据。 方法:采用一

般资料调查表、抑郁自评量表、慢性病治疗功能评估 -疲劳量表、阿森斯失眠量表,对北京市三家三级及以上医院血液净化中

心 209 例维持性血液透析病人进行调查。 结果:维持性血液透析病人抑郁症状的发生率为 40. 2% ,logistic 回归结果显示,疲
乏、睡眠障碍均为维持性血液透析病人抑郁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 < 0. 05)。 结论:维持性血液透析病人抑郁症状发生率高,
在临床工作中,要加强心理状态的观察,可以通过透析期间运动来改善疲乏症状,物理或必要时药物治疗来改善睡眠障碍,从
而有助于改善抑郁症状,提高维持性血液透析病人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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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pression in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WANG Ya鄄nan1,JIANG Ya鄄fang2

(1. Department of Nursing,Peking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Hospital,Beijing 102206;
2. School of Nursing,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Beijing 10004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depress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and
provide a basis for improving depression symptoms. Methods:A total of 209 patients with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from three grade
AAA and above hospitals in Beijing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the general data questionnaire,self鄄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functional
assessment of chronic illness therapy鄄fatigue(FACIT鄄F),and Athen忆s insomnia scale(AIS). Results:The incidence rate of depressive
symptom in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was 40. 2% . The result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showed that the fatigue and sleep disorders
we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depression in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P < 0. 05). Conclusions:The incidence rat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is high. In clinical work,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observation of
mental state. The exercise can improve the symptom of fatigue during hemodialysis,and the physics or medication can improve sleep
disorders,which can improve the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Key words] hemodialysis;depression;fatigue;sleep;influencing factor

摇 摇 终末期肾脏病(end stage renal disease,ESRD)
指需要肾脏替代治疗 (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
RRT)的肾衰竭,治疗方法包括血液透析、腹膜透析

或肾移植治疗[1]。 近年来 ESRD 在全球的发病率逐

年提高,而且预后差、年限长、花费高,已成为全球范

围内的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加重经济负担的公共卫

生问题[2]。 在 RRT 方法中,血液透析至今仍是

ESRD 病人应用最多的肾脏替代治疗方式[1]。 虽然

血液透析可延长病人的生存期,但由于合并症的影

响和血液透析治疗的局限性,病人仍会出现多种生

理和心理症状[3 - 5]。 抑郁症状是 ESRD 病人最常见

的心理症状之一[6 - 9]。 研究表明,ESRD 病人的抑

郁风险是一般人群的 4 倍[10]。 抑郁症状影响其自

我管理能力,导致对透析的依从性差[11]。 且有抑郁

症状的透析病人更容易发生并发症,一些研究[10 - 16]

表明血液透析病人抑郁症状的发生与死亡之间存在

关联性。 本研究旨在调查维持性血液透析病人抑郁

发生现状,并分析其可能的影响因素,为临床制定有

针对性的改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 摇 采用便利抽样法,抽取 2018 年 1
- 7 月期间,在北京市三家三级及以上医院血液净

化中心进行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的病人进行调查。
纳入标准:(1)年龄逸18 周岁;(2)至少已接受 3 个

月的血液透析治疗、病情相对稳定;(3)每周常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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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3 次血液透析治疗;(4)有正常的读写能力和沟

通能力;(5)知情同意,自愿参加。
1. 2摇 研究方法摇
1. 2. 1摇 一般资料调查表摇 在文献回顾及咨询相关

领域专家的基础上,研究者自行设计一般资料调查

表,包括基本的社会人口学资料和疾病相关资料。
社会人口学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

况、工作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是否吸烟、是否饮

酒;疾病相关资料包括透析龄、体质量指数(BMI)、
终末期肾脏病原发病因、并发症、血红蛋白、血清白

蛋白、肌酐、尿素清除指数(Kt / V)等生化指标。
1. 2. 2摇 抑郁自评量表摇 本研究采用抑郁自评量表

(self鄄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 [17] 对血液透析病

人的抑郁症状进行测量。 该量表是由美国 Duke 大

学华裔教授 ZUNG 编制于 1965 年,用于衡量抑郁状

态的轻重程度及其在治疗中的变化。 量表共 20 个

条目,每个条目按四级评分,分别表示没有或很少时

间、少部分时间、相当多时间、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
评分为 1 ~ 4 分,其中有一半条目为反向评分。 20
个条目各项分数累加,即得到粗分。 以 SDS 评分指

数(评分指数 = 各项累计得分 /最高得分 80 分)逸
0. 5(即粗分逸40 分)为伴发精神抑郁的标准进行统

计, < 0. 5 为无抑郁,0. 5 ~ 0. 59(粗分为 40 ~ 47 分)
为轻度抑郁,0. 6 ~ 0. 69(粗分为 48 ~ 55 分)为中度

抑郁, > 0. 7( > 56 分)为重度抑郁。 ZUNG 等[18] 曾

经进行了 SDS 信度效度检验,其内部一致性满意,
奇偶数条目劈半相关性:0. 73 (1973 年) 和 0. 92
(1986 年)。 SDS 与 Beck 抑郁问卷、Hamilton 抑郁

量表、MMPI 的“D冶分量表的评分之间具有高度和中

度的相关性。
1. 2. 3摇 慢性病治疗功能评估 - 疲劳量表摇 慢性病

治疗功能评估—疲劳量表( functional assessment of
chronic illness therapy鄄fatigue, FACIT鄄F) [18] 于 1997
年发展形成,用于测量贫血的肿瘤病人的疲劳,并且

是癌症治疗测量系统功能评估中的独立(或附加)
的调查量表。 此后扩大到包括慢性病评估(FACIT
测量系统)。 FACIT鄄F 的 13 个条目包括过去 7 d 内

身体疲乏、功能疲乏、情绪疲乏和疲乏的社会后果情

况,每个条目分为 0 ~ 4 共 5 级,0 代表一点也不,4
代表非常。 该量表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和重测信

度,Cronbach忆s 琢 系数为 0. 93 ~ 0. 95。 王思远等[20]

探讨中文版 FACIT鄄F 在维持性血液透析病人中应

用的信效度,研究结果显示中文版 FACIT鄄F 的

Cronbach忆s 琢 系数为 0. 929,重测信度为 0. 965,效标

关联效度为 - 0. 46,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适合在国内

维持性血液透析病人中进行应用。
1. 2. 4摇 阿森斯失眠量表摇 阿森斯失眠量表(Athen忆s
insomnia scale,AIS)是于 1985 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

学医学院由学者 DAN 编制,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Cronbach忆s 琢 =0. 89)。 该量表包括入睡时间、夜间

苏醒、早醒情况、总睡眠时间、总睡眠质量、白天情

绪、白天身体功能和白天思睡八个条目,采用 0 ~ 3
分的四级评分。 判断睡眠障碍情况,总分 < 4 分表

示无睡眠障碍,4 ~ 6 分表示可疑失眠,6 分以上表示

失眠。
1. 2. 5摇 资料收集方法摇 向符合入选标准的病人解

释研究目的和意义,填写知情同意书。 采用统一性

指导语说明填写要求,请病人自行填写一般资料调

查表中社会人口学资料部分、SDS、FACIT鄄F 和 AIS
量表,并当场回收。 如有缺失项,请研究对象补充完

整,保证资料真实有效。 疾病相关资料部分由研究

者本人通过查阅病历收集。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220
份,回收 220 份,有效问卷 209 份,有效回收率为

95% 。
1. 3 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 字2 检验、 t 检验、Mann鄄
Whitney U 检验和 logistic 回归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维持性血液透析病人社会人口学资料摇 维持

性血液透析病人共 209 例,年龄 23 ~ 80 岁,其他社

会人口学资料详见表 1。
2. 2 摇 维持性血液透析病人抑郁发生情况 摇 按照

SDS 粗分逸40 分或 SDS 评分指数逸50% 为有抑郁

症状的标准,共检出有抑郁症状病人 84 例(其中轻

度抑郁 53 例,中度抑郁 22 例,重度抑郁 9 例),抑郁

总发生率为 40. 2% 。
2. 3摇 维持性血液透析病人抑郁发生的单因素分析

摇 按照 SDS 判断标准,将病人分为无抑郁组和有抑

郁组。 社会人口学资料和疾病相关资料各条目、
FACIT鄄F 量表得分、AIS 量表评估结果依次进行单

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2 组在文化程度、血清白蛋白

水平、FACIT 量表得分、AIS 量表评估结果方面存在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2)。
2. 4摇 维持性血液透析病人抑郁发生的多因素分析

摇 以血液透析病人是否发生抑郁症状为因变量(不
发生抑郁症状:Y = 0,发生抑郁症状:Y = 1),以单因

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为自变量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 自变量赋值详见表 4。 分析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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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中有 2 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分别为

FACIT 量表得分(OR = 0. 867,P < 0. 01)、AIS 量表

评估结果(OR = 2. 540,P < 0. 05)。 FACIT 量表得分

越高表示疲乏程度越低。 因此,疲乏和失眠均为血

液透析病人发生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见表 5)。

表 1摇 维持性血液透析病人社会人口学资料(n = 209)

项目摇 摇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摇 男 119 56. 9%

摇 女 90 43. 1%

文化程度

摇 初中及以下 44 21. 1%

摇 高中或中专 94 45. 0%

摇 大学及以上 71 34. 0%

婚姻状况

摇 无配偶 32 15. 3%

摇 有配偶 177 84. 7%

工作状况

摇 在职 52 24. 9%

摇 不在职 157 75. 1%

家庭人均月收入

摇 < 3 000 元 55 26. 3%

摇 3 000 ~ 5 000 元 70 33. 5%

摇 > 5 000 元 84 40. 2%

是否吸烟

摇 不吸烟 171 81. 8%

摇 吸烟 38 18. 2%

是否饮酒

摇 不饮酒 190 90. 9%

摇 饮酒 19 9. 1%

摇 表 2摇 影响维持性血液透析病人抑郁症状发生的单因素

分析结果(x 依 s)

项目
无抑郁组

(n =125)
有抑郁组

(n =84)
t P

性别

摇 男

摇 女

74(35. 4)
51(24. 4)

45(21. 5)
39(18. 7)

0. 65a >0. 05

年龄 /岁 52. 91 依 12. 50 53. 93 依 11. 78 - 0. 61b >0. 05

文化程度

摇 初中及以下 28(13. 4) 16(7. 7)

摇 高中或中专 47(22. 5) 47(22. 5) 7. 36a <0. 05

摇 大学及以上 50(23. 9) 21(10. 0)

婚姻状况

摇 无配偶

摇 有配偶

20(9. 6)
105(50. 2)

12(5. 7)
72(34. 4)

0. 11a >0. 05

续表 2

项目
无抑郁组

(n =125)
有抑郁组

(n =84)
t P

工作状况

摇 在职

摇 不在职

36(17. 2)
89(42. 6)

16(7. 7)
68(32. 5)

2. 56a >0. 05

家庭人均月收入

摇 < 3 000 元 28(13. 4) 27(12. 9)

摇 3 000 ~ 5 000 元 44(21. 1) 26(12. 4) 2. 46a >0. 05

摇 > 5 000 元 53(25. 4) 31(14. 8)
是否吸烟

摇 不吸烟

摇 吸烟

104(49. 8)
21 (10. 0)

67(32. 1)
17(8. 1)

0. 40a >0. 05

是否饮酒

摇 不饮酒

摇 饮酒

117(56. 0)
8(3. 8)

73(34. 9)
11(5. 3)

2. 73a >0. 05

透析龄 /月 67. 36 依 59. 41 68. 23 依 52. 74 - 0. 87b >0. 05
BMI / (kg / m2) 23. 12 依 4. 00 22. 88 依 4. 09 0. 41 > 0. 05

终末期肾脏病原发病因

摇 高血压 20 (9. 6) 9 (4. 3)

摇 糖尿病

摇 肾小球肾炎

22(10. 5)
54(25. 8)

11(5. 3)
43(20. 6)

2. 42a >0. 05

摇 其他 29 (13. 9) 21 (10. 0)
并发症个数

摇 臆3
摇 > 3

67(32. 1)
58(27. 8)

43(20. 6)
41(19. 6)

0. 12a >0. 05

肌酐 / (滋mol / L) 1024. 89 依 239. 82摇摇 1001. 09 依 243. 19摇 0. 70 > 0. 05

尿素 / (mmol / L) 26. 26 依 6. 34 26. 49 依 6. 16 - 0. 58b >0. 05

Kt / V 1. 47 依 0. 38 1. 53 依 0. 33 - 1. 63b >0. 05

血红蛋白 / (g / L) 111. 93 依 12. 28 112. 02 依 14. 13 - 0. 28b >0. 05

血清白蛋白 / (g / L) 40. 34 依 3. 63 39. 24 依 3. 81 - 2. 32b <0. 05

FACIT 量表得分 /分 41. 25 依 6. 65 30. 70 依 10. 13 - 7. 45b <0. 01

AIS 量表评估结果

摇 无睡眠障碍 37 (17. 7) 10 (4. 8)

摇 可疑失眠 38 (18. 2) 18 (8. 6) 15. 55a <0. 01

摇 失眠 50 (23. 9) 56 (26. 8)

摇 摇 a 示 字2 值;b 示 Z 值

表 4摇 自变量赋值方式

自变量 赋值方式

文化程度 以大学及以上为参照,设置哑变量:X1 = 高中或中专(0,1),
X2 = 初中及以下(1,0)

血清白蛋白水平 以原始值输入

FACIT 量表得分 以原始值输入

AIS 量表评估结果 以失眠为参照,设置哑变量:X1 = 可疑失眠(0,1),X2 = 无

睡眠障碍(1,0)

3摇 讨论

3. 1摇 维持性血液透析病人抑郁症状的发生率摇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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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显示,209 例维持性血液透析病人中,根据

SDS 评分结果,共检出有抑郁症状病人 84 人,其发

生率为 40. 2% ;其中,轻度 25. 4% ,中度 10. 5% ,重
度 4. 3% ,抑郁症状发生率较高,和 KAZAMA 等学

者的研究结果相似[21]。 国外研究显示,维持性血液

透析病人抑郁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慢性病病人

和健康 人 群 ( 发 生 率 分 别 为 51. 8% 、 41. 5% 、
9. 8% ) [22]。 还有研究显示,血液透析病人中抑郁的

发生可以增加其全因死亡率的风险[21],可以导致其

生活质量下降,并与合并症的发生有一定的相关

性[23]。 这表明重点关注血液透析病人抑郁的发生

情况至关重要,提示医务工作者在做好基础治疗的

同时,要加强心理状态的观察,预防和及早发现有抑

郁症状的病人,改善并促进其身心健康。

摇 表 5摇 维持性血液透析病人抑郁症状发生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n = 209)

项目 B SE Wald字2 P OR
95% CI

摇 下限摇 摇 上限摇

FACIT 量表得分 - 0. 143 0. 025 32. 818 < 0. 01 0. 867 0. 825 0. 910

AIS 量表评估结果 0. 932 0. 476 3. 831 < 0. 05 2. 540 0. 999 6. 460

常数 6. 514 2. 220 8. 609 < 0. 05 674. 822 — —

3. 2 摇 维持性血液透析病人抑郁症状发生的影响

因素摇
3. 2. 1摇 FACIT 量表得分摇 本研究结果显示,FACIT
量表得分越低,也就是疲乏程度越高,抑郁程度越

高。 与 BAI 等[24 - 25] 学者研究结果一致。 血液透析

病人经历的疲乏包括身体疲乏和精神疲乏。 身体疲

乏表现为缺乏力量,从而感到无生气、虚弱甚至筋疲

力尽,是一种压倒性的身体感觉,尤其经常在透析后

立即产生极度疲乏并感到头晕,以至于没有力量和

兴趣参加活动。 精神疲乏表现为很难在说话和做事

情上面集中精力,记忆力下降,甚至影响回忆对话和

熟人名字的能力,是一种异于常人的、不愉快的、沉
重的感觉,常常和血液透析后的身体疲乏同时发

生[26]。 鉴于疲乏和抑郁的相关性较高,临床中应该

加强对于疲乏的关注和改善,可采取透析期间脚踏

车运动[27],改善疲乏症状,从而有助于改善维持性

血液透析病人的抑郁症状。
3. 2. 2摇 AIS 量表评估结果 摇 本研究结果显示,AIS
量表评估结果失眠者与无睡眠障碍者相比,抑郁程

度更高。 与 TRBOJEVIC鄄STANKOVIC 等[28 - 29] 学者

的研究结果一致。 睡眠对于整体的身心健康非常重

要。 睡眠障碍可以表现为睡眠习惯不规律、入睡困

难、清晨早醒、夜间频繁觉醒等,严重影响病人的生

活质量。 本研究结果显示,209 例维持性血液透析

病人中,失眠的发生率为 50. 72% ,可以失眠发生率

为 26. 79% 。 其失眠发生率高,且与抑郁的发生有

密切关系。 在临床工作中,应当引起医务人员注意,
多听病人主诉,及早发现睡眠障碍,指导采取相应的

物理或药物治疗,比如睡前听轻音乐,睡眠障碍严重

者给予合适的助睡眠药物,来改善病人的睡眠状况,
从而使有睡眠障碍的抑郁状态病人可以有所改善。

维持性血液透析病人抑郁症状发生率较高,其
抑郁的发生可以增加其全因死亡率的风险,并可以

导致其生活质量下降,且与合并症的发生有一定的

相关性,值得引起医务工作者重视。 在做好基础治

疗的同时,要加强心理状态的观察,预防和及早发现

有抑郁症状的病人,改善并促进其身心健康。 可以

通过透析期间运动来改善疲乏症状,物理或必要时

药物治疗来改善睡眠障碍,从而有助于改善抑郁症

状,提高维持性血液透析病人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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