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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护理干预对帕金森病合并抑郁和认知功能障碍患者的临床效果

韩秀丽 1 、 胡雪玲 2 、 张婉萍 1 、 石江莲 3

【摘要】目的　探讨积极心理护理干预对帕金森合并抑郁及认知功能障碍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来我院治疗的帕金森病合并抑郁症及认知功能障碍患者 116 例，根据治疗病区分成两个组，各

58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行积极心理干预，均连续干预 8 周。观察比较两组干预前后

的抑郁和认知功能变化。结果　两组干预前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

（MoCA）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干预后，两组 HAMD 评分较干预前均有显著下

降（P< 0.05），观察组下降幅度明显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 MoCA

评分明显高于干预前，MoCA 总分和语言能力、命名能力、延迟回忆 3 个维度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积极心理干预可显著改善帕金森病患者抑郁和认知功能

障碍症状，对提高患者生存和生活质量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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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arkinson’s patients combined depression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HAN Xiuli，HU Xueling，ZHANG Wanping，et al.Dali County Hospital in Weinan City 
in Shaanxi Province，Weinan  7151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arkinson’s pa-

tients combined depression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Methods　116 cases of Parkinson’s patients combined depres-

sion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58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while observation group was received positive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Depression statu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of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were com-

pared.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in pre-intervention’s HAMD and MoCA 

scores（P>0.05）.After intervention，HAMD scores of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interven-

tion（P<0.05）；HAMD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MoCA scores of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intervention（P<0.05）；MoCA scores（and 

language，naming，delayed recall）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Positive psychology intervention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depression symptoms and cogni-

tive impairment of Parkinson's patients.

【Key words】 Parkinson；Depression；Cognitive function；Posi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帕金森病是一种神经系统变性疾病，在我国

65 岁以上帕金森病患病率约为 1.7％，临床比较常

见。帕金森主要的病理改变是中脑黑质多巴胺能神

经元变性死亡，纹状体 DA 含量显著减少，引起运

动功能障碍；并伴有胆碱能系统和 5-HT 等神经系

统的病变，引起焦虑、抑郁和认知功能等非运动系

统障碍［1］。医学研究表明，帕金森伴有的抑郁症发

病率约为 40％～50％，认知功能损害发病率约为

20～60％，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生活质量［2］。以往

对该病非运动症状在临床上并未取得研究人员的重

视，即使有部分进行心理干预的研究，也是以消除

患者本身负性情绪为主要方向，而忽略了激发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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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潜在的积极力量。积极心理学是一种人文取向

心理理论，主张对人的动机和能力采用更加开放的、

欣赏的眼光去看待，提高人们在逆境中生存的能力

并建立高质量的个人生活。积极心理护理就是以积

极心理学理论为基础，以挖掘患者自身潜能，提高

心理干预在治疗效果中的影响为目的的心理干预方

法［3］。本研究对帕金森病患者实施积极心理护理，

分析积极心理干预对帕金森病患者抑郁和认知功能

障碍改善的作用，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帕

金森病合并抑郁和认知功能障碍患者 116 例，按照

患者治疗病区分成两个组，其中观察组 58 例，男 32
例，女 26 例，年龄 50～85 岁，平均（67.41±7.35）

岁，病程 0.5～16 年，平均（5.96±3.71）年。对照

组 58 例，男 30 例，女 28 例，年龄 51～84 岁，平均

（67.82±8.13）岁，病程 0.5～17 年，平均（6.04±

4.23）年。所有患者均符合 2016 年中华医学会神经

学会分会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学组和中国医师协会

神经内科医师分会帕金森及运动障碍专业委员会制

定的中国帕金森病的诊断标准［4］：不存在帕金森病绝

对排除标准和警示征象，无脑梗死、脑出血、代谢

性、免疫性疾病和心、肝、肾等重要脏器合并性疾

病，意识清晰，干预前未服用抗抑郁药物。尊重患

者知情同意权，签订知情通知书，自愿参加本研究。

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情、病程等一般资料上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护理方法

1.2.1　两组均给予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常规

抗抑郁治疗。

1.2.2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　观察组在常规护

理基础上，实施积极心理护理干预：①成立护理小

组，成员由本院聘请临床心理学专业教授和具有丰

富护理经验的资深神经内科护理专家以及心理学博

士组成。②制定方案，培训人员。积极心理干预方

案主要包括三件感恩的事、运用优势、学会体味、

编写自传、驱赶消极和质量控制 6 个部分，每周干

预 2 次，每次 30 分钟，住院患者实施面对面干预，

出院患者实施电话干预，连续干预 8 周。③具体实

施。第 1 周，熟悉本病区人员。护理小组成员通过

让患者自我介绍和交流互动等方法，使本病区互相

认识和熟悉。第 2 周，发现优势，帮助患者找出本

身存在的优势。比如打球比较好、写字比较好、等

别人所不具备的优点，并鼓励他们充分发挥自身优

点，积极参与交流和集体活动，使患者找到自身存

在价值观，唤起正性情感。第 3 周，寻找快乐。鼓

励患者将自己在一天中经历的快乐事情与他人分享。

第 4 周，心存感恩。要求患者在每晚临睡前，记录

三件今天认为比较顺利的事，并找出事件当中需要

感恩的人和原因。帮助患者学会理解，增加幸福感。

第 5 周，体味人生。帮助患者回忆以前生活中快乐

的人和事，体味发生那些事时的愉悦心情，并记录

下来，明天翻看今天的记录，回味欢乐感受，提高

患者幸福值。第 6 周，编写自传。指导患者将以前

生活中的美好记忆写成文字，记录自己如何在逆境

中努力拼搏，取得成功的过程，使患者在自身运动

障碍情况下，找出对自身力量的认可，获得正性能

量。第 7 周，保持心境，在患者出现负性情绪时，

鼓励患者写出一条自己曾经做过的引以为骄傲的事

情，通过品味，保持快乐心境。第 8 周，总结，护

理人员协助患者对这一个疗程的心得记录进行疏理

总结，找出最适合自己的护理方法，并坚持实施。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干预前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和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评分变化，比较

治疗效果。HAMD 评分标准：量表共分 24 个条目，

总分 <8 分为无抑郁，20～8 分为临界抑郁，21～35
分为中轻度抑郁，>35 分为严重抑郁。MoCA 评分标

准：量表共分 12 个项目，7 个维度，总分 30 分，分

数越高说明认知功能越好。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4.0 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用平均数

± 标准差（x±s）示，t 值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数

（n，％）表示，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干预前抑郁症状和认知功能评分比较

两组干预前，HAMD 和 MoCA 评分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2。
表1　两组干预前HAMD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HAMD评分

观察组 58 26.75±2.81

对照组 58 27.14±3.06

t - 0.7149

P - 0.4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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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干后抑郁与认知功能评分比较

干预 8 周后，观察组因故失访 4 例，实测 54 例，

对照组因故失访 5 例，实测 53 例。观察组 HAMD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 MoCA 总分

和 7 个维度评分明显高于干预前（P<0.05），观察组

MoCA 总分和语言能力、命名能力、延迟回忆 3 个维

度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3、4。

表3　两组干预后HAMD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HAMD评分

观察组 54 13.86±2.97

对照组 53 18.53±3.92

t - 6.9541

P - 0.1158

表2　两组干预前MoCA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MoCA评分

执行功能与视空间 注意力 命名能力 定向力 延迟回忆 语言能力 抽象能力 总分

观察组 58 2.81±1.24 3.97±0.94 2.39±0.72 5.14±0.93 2.61±1.30 3.89±0.91 1.14±0.69 20.19±3.81

对照组 58 2.75±1.18 4.04±1.02 2.37±0.81 5.19±0.97 2.67±1.28 3.94±0.97 1.13±0.64 20.24±3.79

t - 0.2670 0.3843 0.1405 0.2834 0.2505 0.2863 0.0809 0.0709

P - 0.7900 0.7014 0.8885 0.7774 0.8027 0.7752 0.9356 0.9436

3　讨论

目前对帕金森病治疗尚以减轻患者临床症状，

提高生存生活质量为主［5］。由于帕金森病存在胆碱

能系统和 5-HT 系统的病变，抑郁和认知功能障碍等

非运动性症状临床合并发生率较高，表现为自我痛

苦感明显，无法进行正常生活和情感体验［6］。典型

的帕金森病非运动症状，药物治疗没有明显效果。

医学文献报道，对帕金森病患者有效实施心理护理，

可改善患者情绪、心境，明显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医学积极心理学认为，对患者不仅仅要研究损伤、

缺限和伤害，更应发掘患者自身的力量与优秀品质

以及潜能，通过患者对满足、生活幸福感的理解，

体现出关注未来、灵性和智慧的个人格魅力；国内学

者指出，致力于研究“既重视疾病本身，又强调激发

人类无限潜能”的积极心理护理干预较传统的心理

护理干预更能消除患者病态和痛苦症状，提高治疗

预后［7-10］。

本研究中，观察组采用每周集中指导的方法，

通过患者的相互介绍和互动，提高患者集体和社会

意识；通过分享当天发生的快乐事件和记录自己感觉

的三件需要感恩的事，提高患者的社会职能和存在

感；通过运用自身优势积极参与交流，回忆快乐往

事、体味幸福人生，编写拼搏自传，记录昔日辉煌，

使患者保持快乐心境，远离负情情绪，降低患者的

抑郁程度。结果显示，积极心理护理干预后抑郁评

分显著降低，说明积极的心理干预调动了患者的积

极潜能，对疾病的心因性反应明显改善，战胜疾病

的信心得到增强，提高了遵医和护理依从性，尽而

使非运动障碍得到缓解，抑郁症状明显减轻。

认知功能障碍伴随着帕金森患者抑郁症状的加

重而明显增加，抑郁症状明显的患者，其认知功能

损害更加突出。通过积极心理干预，患者蒙特利尔

认知评估量表（MoCA）总分和 7 个维度维度评分较

干预前均明显增高。和对照组比较，干预后 MoCA

总分和命名能力、语言能力、延迟回忆 3 个维度评

分明显增高，说明积极心理干预对提高患者认知功

能有一定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是中枢神经损伤后，

部分神经元具有可再生功能，积极心理干预通过对

表4　两组干预后MoCA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MoCA评分

执行功能与视空间 注意力 命名能力 定向力 延迟回忆 语言能力 抽象能力 总分

观察组 54 3.42±1.59* 4.38±0.85* 3.15±0.68* 5.31±0.47* 3.62±1.45* 4.25±0.87* 1.19±0.72* 23.54±3.287

对照组 53 3.34±1.27 4.21±1.13 2.51±0.72 5.38±0.92 2.65±1.08 3.85±1.04 1.23±0.64 19.18±3.17

t - 1.3644 1.3984 4.7279 9.4424 6.3426 2.1595 0.3035 6.9898

P - 0.1754 0.1649 0.1158 0.1732 0.1158 0.0331 0.7621 0.1158

注：*表示与观察组干预前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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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感恩、体味、优势对比等心理干预影响，激发

了患者潜能，刺激锻炼了脑细胞活力，使脑相应皮

质代表区扩大，由此改善了脑部相关部位功能，提

高了患者的认知能力。鉴于本研究的分组非随机分

组、未实施盲法、样本量较小、未进行生化指标的

测定，要探明积极心理护理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深

入研究。

综上，对帕金森病患者实施积极心理干预，可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抑郁症状和认知功能损害，值得

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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