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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颅脑损伤患者精神障碍和相关因素分析
徐水琴陈三妹张登科
【摘要】

目的探讨颅脑损伤患者与伴发精神障碍的相关性，并分析其相关因素。方法选

取２００８年９月至２０１２年９月颅脑损伤患者３４２例，统计和分析患者的人口学资料（性别、年龄、文
化程度、职业和家庭满意度），并进行头部ＣＴ扫描检查和智商、记忆商测试以及ＳＣＩＤ一１／Ｐ、ＰＤＱＣ、

ＳＣＩＣＰ评估。分析患者一般资料及颅脑损伤性质、程度、部位与发生精神障碍的相关性，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回归分析独立危险因素。结果３４２例颅脑损伤患者伴发精神障碍２４９例，发生率
为７２．８％。其中抑郁症１１７例（４７．０％），焦虑障碍９５例（３８．２％），躁狂症２７例（１０．８％），智能和记忆
障碍６９例（２７．７％）。经相关分析显示颅脑损伤患者的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和家庭满意度及颅脑
损伤性质、程度、部位均与伤后伴发精神障碍相关，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患者年龄（０刚直＞
１．０４）、颅脑损伤程度（ＯＲ值＞１．２８）和颅脑损伤部位（ＯＲ值＞１．３１）为颅脑损伤患者伴发精神障碍
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颅脑损伤伴精神障碍发生率较高，患者年龄、颅脑损伤程度和部位是伴
发精神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

【关键词】颅脑损伤；精神障碍；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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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脑损伤引起的精神异常称为颅脑损伤伴发精
神障碍。同时也存在患者的痛苦事件造成精神刺激，

为一种临床急症严重影响颅脑损伤患者的预后和生
活质量。因此防治颅脑损伤所致精神障碍是提高患

而出现意志、行为、语言等方面的障碍“１。精神障碍与

者疗效和改善预后及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本研究

脑叶的损伤部位有关，临床上表现为多种形式陋１，作

对２００８年９月至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４９例颅脑损伤伴发精神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０５．０２３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０９ＹＪＣＸＬＸ０１９）；绍
兴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１２５２１９）
作者单位：３１２０００绍兴文理学院护理系（徐水琴、陈三妹、张登科），
附属医院精神科（徐水琴）
通信作者：徐水琴，Ｅｍａｉｌ：ｓｈｕｉｑｉｎｘｕ＠ｓｉｎａ．ｃｏｍ

障碍的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并探｛寸相关因素。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选取浙江省绍兴市２００８年９月至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５月第３４卷第５期Ｃｈｉｎ

Ｊ

·５２ｌ·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ｙ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５

２０１２年９月入院治疗终结的３４２名颅脑损伤患者。
由经培训的学生协助对知情同意患者进行问卷调

发精神障碍的发生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岔一
７．４６，Ｐ＜Ｏ．０５）。对职业和家庭生活表示满意的患

查，内容包括患者的一般情况和临床资料。所有人

者中，精神障碍发生率显著低于对职业或家庭不满

组患者均排除精神病史和中枢神经系统病史，并剔
除躯体损伤而不能有效完成检查的患者。

意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职业ｆ＝２６．１６，家庭
＃＝８．８４，Ｐ＜Ｏ．０１），见表１。

２．研究方法：搜集患者人口学资料，主要包括性

特征篙耕孝紫ｆ值Ｐ值

表Ｉ颅脑损伤患者一般特征及对精神障碍发生率的影响

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满意度（工资收入、工作压
力、就业等）、家庭满意度（夫妻关系、儿女情况、家人

健康，家庭生活等）一般资料，并进行头部ＣＴ扫描和
智商、记忆商测试以及ＤＳＭ—ＩＶ—ＴＲ轴Ｉ障碍用临床
定式检查（ＳＣＩＤ一１／Ｐ）、ＣＣＭＤ一２一Ｒ诊断标准的人格
障碍筛查工具（ＰＤＱＣ）、ＣＣＭＤ一２一Ｒ人格障碍临床
定式检查工具（ＳＣＩＣＰ）评价。对患者颅脑损伤程
度、部位以及所致精神障碍的相关性和影响因素进
行回顾性分析和比较研究。

２．８３

男

Ｏ３ ５９ ４

女

３９ ４０ ６

年龄（岁）
２０～
４０～

昏迷分级（ＧＣＳ）计分法ｂ１。轻度为ＧＣＳ １５～１３且
昏迷时间在２０ ｍｉｎ内；中度为ＧＣＳ １２～９且昏迷时

间为２０ ｍｉｎ至６ ｈ；重度为ＧＣＳ ９—５且昏迷时间＞
ｈ，或意识恶化再次昏迷；特重度为ＧＣＳ ５—３且持

续昏迷＞６ｈ。

＞ｏ．０５

甜腮 ∞＂ ￥刀

３４ ３９ ２
５ ２ ４４ ４

％Ｍ钉 矾％昭 劲”叻

５６ １ ６ ４

文化程度
小学及文盲

Ｏ８ ３ｌ ６

中学

７７ ５ １ ８

职业满意度

（１）颅脑损伤程度分级标准：采用国际格拉斯哥

，‘；

６０～

大学及以上

３．诊断标准：

６

性别

满意
不满意
家庭满意度

：１

明勉弘 ＆ｊ醯酌 ∞叻Ｄ

５７ １ ６ ７

（ ，Ｌ ；

６９ ４ ９ ４

２０６（６０．２）

不满意

１ ３６（３９．８）

＜Ｏ．０１

８．８４

＜０．０１

吃钉 ∞晒 Ｑ∞

７３ ５ Ｏ ６

满意

２６．１６

１

３５（６５．５）
１ １４（８３．８）

注：数据有部分缺失；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４构成比
（％），６发生率（％）

３．颅脑损伤情况与伴发精神障碍的相关性分

（２）精神障碍诊断标准：依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

析：颅脑损伤患者中以脑震荡患者出现精神障碍的
发生率最低，显著低于其他颅脑损伤性质患者，脑挫

与诊断标准Ｈ］。
ｌ ８．０

裂伤患者出现精神障碍的发生率最高，差异有统计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互±ｓ）表示，并采

学意义（３［２＝１３．７５，Ｐ＜０．０１）。重度颅脑损伤患者精

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ｘ２检验，并采用多因素非条

神障碍发生率高于轻度患者，且随损伤程度的加重

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法对影响因素进行筛选分析，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而有增加的趋势（＃＝１７．５１，Ｐ＜Ｏ．０１）。单纯额叶损
伤、单纯颞叶损伤以及额叶和颞叶联合损伤患者伴

４．统计学分析：所有统计学数据采用ＳＰＳＳ

结

果

１．精神障碍发生率：３４２例颅脑损伤患者中男

发精神障碍率均明显高于相应部位未损伤患者，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额ｎｆ＃＝７．２６，颞叶ｆ＝７．３８，额

性２０３例，女性１３９例，年龄２３～６６岁，平均（３９±

叶和颞叶ｆ＝４．４２，Ｐ＜Ｏ．０５）。见表２。
４．颅脑损伤患者伴发精神障碍相关因素的多因

６．３）岁。其中颅脑损伤伴发精神障碍患者２４９例，发

素分析：将患者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和家庭满意度

生率为７２．８％。经诊断发生抑郁症１１７例（４７．Ｏ％），

及颅脑损伤性质、程度、部位纳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回
归分析的待选变量，经分析显示，年龄、颅脑损伤程

占总病例数的３４．２％；焦虑障碍９５例（３８．２％），占总
病例数的２７．８％；躁狂症２７例（１０．８％），占总病例数
的７．９％；智能和记忆障碍６９例（２７．７％），占总病例数
的２０．２％。

２．颅脑损伤患者一般特征与伴发精神障碍的相

度、单纯额叶损伤、单纯颞叶损伤和多叶联合损伤是
颅脑损伤伴发精神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表３）。
讨

论

关性分析：２４９例颅脑损伤伴发精神障碍患者中女

颅脑损伤伴发精神障碍在临床较为常见，国内

性发生率高于男性，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６０岁
老年患者例数多于青年患者，且患病率随年龄增加

外均有大量的研究证实颅脑损伤后精神障碍的发生
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ｂ’６ ３，严重影响患者预后和伤后

呈现增高趋势（？ｃ２－－－－９．４８，Ｐ＜０．０１）。低学历患者伴

生活质量，日益受到广泛关注。本研究３４２名颅脑

史堡堕堑瘟堂苤查！！！！生！旦笙！！鲞箜！塑垦！也！坠ｉ旦！里ｉ！！：丛型垫！！！塑！：翌！塑！：！
表２颅脑损伤情况对精神障碍发生率的影响

血、缺氧的耐受力因脑损伤而降低ｎ…。由于颅脑损
伤导致精神障碍的发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除颅脑
损伤的严重程度外，还受伤前易感素质、伤后治疗和
护理措施等因素影响。本研究中患者年龄与伤后精
神障碍的发生体现出了较大的相关性（）ｃ２＝９．４８，
Ｐ＜Ｏ．０１）。提示对于年龄较大的颅脑损伤患者不仅

要及时进行相应的治疗，还需重点加强伤后伴发精
神障碍的预防。有研究表明，颅脑损伤恢复的同时，
伴发的精神障碍也在逐渐恢复…１，患者自身的文化
程度、家庭状况等因素对此无直接相关性，这与本研
究结果一致，并不构成独立危险因素。而颅脑损伤
的程度和部位则对伤后精神障碍发生率构成严重影
响。损伤程度越重，范围越广泛，伤后精神障碍的发
生率则越高。
综上所述，颅脑损伤患者伴发精神障碍的独立
危险因素为年龄及颅脑损伤程度、部位。对于原发性
注：括号内数据为发生率（％）

脑损伤的积极治疗可有效改善患者的精神障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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