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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南京市浦口地区高血压人群抑郁

和焦虑状况的病例对照研究
殷晓梅

韩晶

【摘要】

徐斐

目的

梁亚琼

洪忻

王志勇

了解南京市浦口地区高血压患者的抑郁和焦虑状况。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

究，抽取３５岁以上高血压患者３２６例，健康对照４１４人；并使用ｚｕｎｇ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和焦虑自评
量表（ＳＡＳ）评定调查对象抑郁和焦虑状况。结果

高血压病例组抑郁和焦虑自评量表的总粗分及标

准分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Ｐ＜０．０１）。高血压病例组的抑郁和焦虑检出率（１７，９％，１１．５％）均高
于对照组（９．５％，４．３％），单因素分析显示抑郁、焦虑均可能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０Ｒ＝１．６７７，
９５％ＣＪ：１．０１３～２．７７６；ＯＲ＝２．４５１，９５％ＣＪ：１．２２８～４．８９４）。抑郁和焦虑两者之间存在联合作用

（０灾＝５．２３８，９５％凹：２，３５６～１１．６６４），但无交互作用。结论

高血压与抑郁和焦虑可能存在一定

的关联，在高血压的预防和治疗过程中，应及时关注患者的抑郁和焦虑状况。
【关键词】高血压；抑郁；焦虑；病例对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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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高血压是由遗传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

究显示，高血压患者有较高的抑郁和焦虑的发生

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疾病。根据流行病学资料

率。３１。本研究于２００７年１月对南京市浦口地区３５

显示，中国目前原发性高血压的患病例数有逐年上

岁以上居民进行了现况调查，旨在探讨高血压与抑

升的趋势。近来，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认为高

郁、焦虑之间的关联。

血压是一种心身疾病，其发病、病情转归和预后都与

对象与方法

心理因素有显著的关联…。而在诸多的心理因素
中，抑郁和焦虑与高血压的联系尤为密切。２。。有研

１．病例与对照组：病例组选自南京市浦口地区
的２个社区居委会、年满３５岁并在当地居住满５年

作者单位：２１０００９南京，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
统计学教研室
通讯作者：殷晓梅，Ｅｍａｉｌ：ｃｄｃｙｘｍ＠ｓｉｎａ ｃｏｍ

的常住人员。全部病例为符合ｗＨｏ １９９９年制定
的高血压诊断标准的患者３２６例，平均年龄６６．５２
岁±１１．６４岁，其中男性１１４例（３５．０％），女性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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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６５．０％）。对照组选自相同社区３５岁以上非高

２．病例组与对照组抑郁、焦虑量表评分比较：病

血压常住人员４１４名，平均年龄为６４．７４岁±１２．８２

例组的ＳＤＳ Ｘ和ｙ均高于对照组，两者之间差异

岁，男性１３９名（３３．６％），女性２７５名（６６．４％）。

有统计学意义（￡值分别为４．１３８、４．１３７，Ｐ＜

２．研究方法：

０．０１）。ＳＡＳ Ｘ和ｙ均高于对照组，经￡检验两者

（１）一般情况调查：采用统一的健康行为调查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值分别为６．３６７、６．３７６，

表，主要包括调查对象及其家庭的一般情况、居住条

Ｐ＜０。０１）；见表２。

件、医疗保障、高血压及其他慢性病患病史、家族史、

表２

病例组与对照组ＳＤＳ和ＳＡＳ评分（ｊ±５）

吸烟情况、饮酒情况、生活起居、一般体格检查。

（２）抑郁和焦虑状况调查：采用Ｚｕｎｇ抑郁自评
量表（ＳＤＳ）和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４。，两量表均为

２０个条目，每个条目包括４个选项。待自评结束
后，把２０个项目中的各项分数相加，即得到总粗分
（Ｘ）。用ｘ乘以１．２５后，取其整数部分，就得到标

３．病例组与对照组抑郁、焦虑情况：病例组和对

准总分（ｙ）。根据我国常模，ＳＤＳ的ｘ＞４１分或

照组的抑郁检出率分别为１７．９％和１１．５％，焦虑检

ｙ＞５３分即判断为抑郁ｂ ｏ，ＳＡＳ的ｘ＞４０分或ｙ＞

出率分别为９．５％和４．３％，经单因素分析，抑郁和焦

５０分即判断为焦虑。

虑均可能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表３）。病例组和对

（３）质量控制：在实施调查前对所有调查员进行

照组同时患焦虑抑郁的检出率分别为４．９％和

了培训，统一调查表询问方式和获取信息的方式，调

２．７％，病例组同时患抑郁和焦虑的风险是对照组的

查结束后有专人对调查表格进行及时的检查和

１．８９１倍。经多因素调整后，与对照组相比，焦虑仍

复核。

可能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见表３。

３．统计学分析：以Ｅｐｉ

Ｄａｔａ

３．０软件建立数据

库，二次录入经逻辑纠错后转入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进

行分析，并采用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对可
能的混杂因素进行调整控制。
结

果

表３

病例组与对照组抑郁和焦虑检出率（％）比较

因素訾謦
抑郁

１７．９

焦虑

。黑骞，

调篆要嘎器管

ｌｌ ５

Ｉ．６７７（１ ０１３～２．７７６）１．４３８（０．９７２～２ １２６）

９．５

４．３

２．４５１（１．２２８～４．８９４）２．５１０（１．０９０～５ ７８３）

抑郁与焦虑４．９

２．７

１．８９１（０＿８６５～４．１３２）２．５０４（０．９７１～６ ４６２）

注：“多因素１。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调整的主要因素：年龄、文化程度、

１．一般情况：高血压病例组（３２６例）与对照组
（４１４人）的基本情况（年龄、性别、职业、婚姻状况、
吸烟、饮酒、糖尿病、是否自费、是否与子女同住）差
异均元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者具有均衡可比
性。而收缩压和舒张压在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病例组与对照组一般情况

职业分组、是否在婚、收入分组、住房面积、冠心病、脑卒中

４．抑郁、焦虑的单独效应及联合效应：研究显
示，与同时不患抑郁和焦虑的人群相比，单独抑郁和
单独焦虑的人群罹患高血压的风险分别增加５３．２％

和９２．７％，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而合并抑郁和焦
虑的人群罹患高血压的风险却是其５．２３８倍，即抑郁
和焦虑两者之间存在联合作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２）。但经检验抑郁和焦虑无交互作用（０Ｒ＝
１．７７４，９５％ＣＪ：０．４３４～７．２５８）。经趋势性Ｙ２检

验，与均不患抑郁焦虑的人群相比，单独抑郁、单独
焦虑和合并抑郁焦虑的人群患高血压的风险呈递增
趋势（趋势Ｙ２＝２２．４，Ｐ＜０．００１）；见表４。
讨

论

抑郁是指以情绪低落、活动能力减弱以及思维

认知功能迟缓为主要特征的一类心理疾病，严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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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功能受损，甚至可能采取自杀等过激行为，给自

虑和合并抑郁焦虑的人群患高血压的风险呈递增的

己及家庭造成痛苦或不良后果。６ ｏ。焦虑是因受到不

趋势。但由于本次调查人群中抑郁、焦虑所占比例

能达到目的或不能克服障碍的威胁使个体自尊心与

较小，以上关联还需进一步验证。

自信心受挫或失败感和内疚感增加，预感到不祥和

综上所述，在高血压的相关危险因素中，除了众

担心而形成一种紧张不安及带有恐惧和不愉快的

所周知的遗传、肥胖、吸烟等生物学因素外，还有不

情绪‘７Ｉ。

可忽视的抑郁和焦虑等心理因素。因而，对高血压

表４

抑郁、焦虑对高血压单独效应及联合效应

的防治应采取身心并重的措施，对不良心理状况及
时进行干预，对于预防与控制高血压将起到非常重
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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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大量研究证实，与一般人群相比，高血压
人群有较高的抑郁发生率旧１。本次研究中，病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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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照组的１１．５％和４．３％（Ｐ＜０．０５），经多因素调

整后这种差异仍然存在。提示抑郁、焦虑与高血压
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与其他研究结论一致。其可
能的机制是：抑郁和焦虑可使大脑的控制功能失调，
造成交感神经系统过度兴奋；导致下丘脑、垂体等皮
层下血管舒缩功能紊乱，肾上腺素一血管紧张素系统
分泌增多；进而心肌收缩增强，全身小动脉痉挛，周
围血管阻力增强，导致血压增高。９’１０。。而在高血压
病发生后，患者由于所患疾病的长期性和担心出现

冠心病、脑卒中和糖尿病等严重后果，以致缺乏信
心，心情烦躁、易怒，并常合并有头痛、头晕、心悸、倦
怠等躯体不适。这些精神症状常与血压升降呈平行
关系，亦即精神症状最明显时，血压也最高。”。。有
研究显示，Ａ型性格的人容易陷入心理紧张和应激
状态之中，而高血压患者中Ａ型性格的比例显著高
于一般人群儿２Ｉ，因此高血压人群抑郁、焦虑的检出

率偏高，可能与高血压患者的人格特点有一定的关
联。对这一情况如不及时发现并给予相应的心理治

疗，抑郁、焦虑很可能与高血压相互影响，互为因果，
形成恶性循环，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
响Ｈ ３。。本次研究还发现，抑郁和焦虑可能存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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