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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干预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药物治疗依从性及精神行为障碍的影响

 刘西玲 、 常巧云 、 鱼　红 、 苟　宁 、 吉林祝

【摘要】目的　探讨积极心理干预对阿尔茨海默病（AD）患者药物治疗依从性及精神行为障碍

（BPSD）的影响。方法　选择 AD 患者 94 例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n=47）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

（n=47）接受积极心理干预 8 周。评价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阿尔茨海默病评估量表（ADAS）

和阿尔茨海默病生命质量测评量表（QOL-AD）评分，比较两组药物治疗依从性。结果　干预后两

组 ADAS 评分均显著降低，MMSE、QOL-AD 评分均显著提高，且观察组改善幅度显著优于对照组

（P< 0.05）；观察组药物治疗依从率为 95.74％，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82.98％（P< 0.05）。结论　积极

心理干预可有效提高 AD 患者的药物治疗依从性，改善 BPSD 症状及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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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compliance with drug therapy and behavioral and psy-
chogical symptoms of dementia in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LIU Xiling，CHANG Qiaoyun，YU Hong，
et al. Shaanxi People's Hospital，Xi’an 710068，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compliance with drug 

therapy and behavioral and psychogical symptoms of dementia（BPSD）in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AD）. 

Methods 94 cases of AD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The control group（n=47）received routine 

nursing，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n=47）received posi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control group for 

8 weeks. The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Alzheimer's Disease Assessment Scale（ADAS）and Quality 

of Life-Alzheimer's Disease（QOL-AD）were evaluated，the compliance with drug therap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invention，he scores of ADA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scores of MMSE and QOL-AD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the two groups，the improvem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compliance rate of drug therapy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95.74％ vs 82.98％，P<0.05）. Conclusion Posi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ompliance of drug therapy of AD patients，improve the BPSD symptoms and quality of life.

【Key words】Alzheimer's disease；Behavioral psychogical symptoms of dementia；Positive psychological inter-

vention；Compliance；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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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茨海默病（AD）是临床常见以渐进性记忆、

认知功能障碍为主要特殊的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病［1］。

文献报道显示，AD 在≥ 65 岁老年人群中患病率约

为 5％，≥ 85 岁人群患病率高达 20％［2］。AD 患者

常伴有情绪不稳、幻觉、妄想、吵闹、失眠、偏

执、攻击、身份识别障碍等精神行为症状，国际老

年精神病学会（IPA）将这种高频率的精神行为异常

定义为精神行为障碍（BPSD）。文献报道显示，约

60％～98％的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 BPSD，严重影

响患者的药物治疗依从性、临床预后及生活质量［3］。

护理是 AD 临床治疗的重要辅助措施，得当的护理干

预不仅有利于巩固或增强药物治疗效果，还可缓解

患者的负性情绪，诱导产生正面、积极的心态，改

善生活质量。积极心理学是通过积极干预措施使个

体产生积极的主观体验，从而修正个体缺陷，增强

心理力量感和适应能力［4］。本研究在 AD 患者的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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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中开展以积极心理学指导下心理干预，观察了

患者的药物治疗依从性及 BPSD 症状改善情况，旨在

为临床干预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5 年 1 月 ~2017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 AD

伴 BPSD 患者 94 例。纳入标准：（1）符合《中国精神

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6］中对老年痴呆的

诊断标准；（2）具有典型 BPSD 症状，简易精神状态

量表（MMSE）评分 <17 分；（3）入组前 2 周未使用

任何抗精神病药物；（4）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上；（5）
患者及其家属自愿知情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研究

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排除标准：（1）先天性

认知功能障碍、帕金森病及其他神经系统疾病者；

（2）严重躯体疾病、肢体功能障碍、恶性肿瘤者；

（3）药物滥用、激发免疫系统疾病者；（4）不配合

研究或严重精神症状不稳者（如自残、毁物、暴力

攻击等）。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

各 47 例。观察组中男 28 例，女 19 例，年龄 61~78
（68.97±5.43）；病程 2~10（3.58±1.25）年；病情程

度：20 例轻度，27 例中度；受教育年限 6~16（8.86±

2.14）年。对照组中男 25 例，女 22 例，年龄 65～80
（70.21±6.14）；病程 2~11（3.74±1.46）年；病情程

度：23 例轻度，24 例中度；受教育年限 6~17（9.02
±2.23）年。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接受常规药物治疗，即盐酸多奈哌

齐片口服，5mg/ 次，1 次 /d，2 周后改为 10mg/ 次，

1 次 /d；奥氮平口服，初始剂量 5mg/ 次，1 次 /d，视

病情适当调整，最大剂量为 20mg/d，观察组和对照

组的平均剂量分别为（14.42±1.59）mg/d、（15.01±

1.64）mg/d。在药物治疗基础上，对照组实施常规护

理干预，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积极心理干预，

两组药物治疗及护理干预时间均为 8 周，其中住院

干预 1 周，30min/ 次，1 次 /d；出院后每周到院或电

话指导 1 次，30 min/ 次。

1.2.1　常规护理干预

常规检查、营造安静舒适住院环境、饮食指导、

生活帮助、安全指导、用药指导及常规心理干预等，

心理干预仅常规护患沟通、日常健康宣教、语言安

慰和鼓励，并适当安排轻松户外运动、读书、看电

视节目、下棋等工娱活动。

1.2.2　积极心理干预

组建由科室护士长及若干名护理骨干组成积极

心理干预小组，小组成员均接受统一积极心理学理

论、心理咨询和心理干预知识和技能培训并熟练掌

握。在取得患者及其家属同意和支持配合后开展分

阶段干预，每项干预时间均为 45～60min/ 次，1 次

/d。（1）自我概念：与患者沟通交流，了解其认知误

区，通过一对一讲解、讲座配合视频、图片及语言

等方式，向患者及其家属详细传授 AD 相关知识。指

导患者家属配合患者进行角色扮演或角色转换，讲

解其身份、亲属关系等，帮助其全面地了解并接纳

自我。（2）感恩情绪干预：向患者讲解感恩情绪的重

要性，鼓励患者每日睡前记录三件值得感恩的事情、

感恩对象、原因，如与护士沟通良好、午餐可口、

子女孝顺等。引导患者在日常沟通交流中，使用点

头、微笑、拥抱、树大拇指等表达感激之意的肢体

语言，并常用“您好”、“谢谢”、“对不起”、“没关系”

等礼貌性用语。鼓励患者在日常生活中，为家属擦

一双鞋、洗一件衣物、做一顿早餐等力所能及事情，

帮助患者树立对医护人员的信任感及对家人的感恩

情怀，从而激发治疗和配合积极性。（3）运用优势：

帮助患者发觉自身优势，如会下棋、看书多、懂乐

器、擅唱歌等，针对患者的优势定期举办病友读书

交流会、音乐会等，增加患者的自我价值认同感，

激发患者感悟生命、珍爱生命和重塑自我价值。（4）
重温亲情：要求患者在晚睡前将与家属在一起的感受

记录在日记中，品味平凡生活中的幸福。鼓励患者

家属与患者共同参与工娱活动，如共同完成简单的

家务、一起晨跑、下棋、读书、手工制作等，增加

患者与家属、亲友的互动，激发患者的家庭归属感

及幸福感等。（5）重建希望：建议患者与家属共同回

顾自己的人生履历或想象精彩的人生旅程并尝试写

下，一旦出现负性情绪时写下一条鼓励自己的语言

或自觉幸福的事情，以驱散负性情绪，帮助患者重

拾生活信心和树立对未来的希望。（6）全程针对患

者的负性情绪予以一对一针对性评估和干预，通过

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了解其心理状态、教育背景、

从业情况等，并向患者家属及亲友搜集其良性经历，

如工作成就、特殊纪念日、生活满足等。每日予以

良性因子回输，诱导患者的语言表达和交流，激发

其自我肯定、生活希望。

1.3　观察指标

干预前及干预 8 周末进行效果评价：（1）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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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7］评价患者的精神状态，

包括定向力（10 分）、记忆力（3 分）、注意和计算

力（5 分）、回忆能力（3 分）、语言能力（9 分），总

分 30 分，得分越高则精神行为状态越好。（2）采用

阿尔茨海默病评估量表（ADAS）［8］评价，分为认知

功能分量表（12 项，ADAS-cog）和精神行为分量表

（ADAS-non-cog，7 项），单项 0～5 分六级评价，得

分越高则功能障碍越严重；（3）采用阿尔茨海默病

生命质量测评量表（QOL-AD）［9］中文版评价患者的

生活质量，共 13 个条目，单项 1~4 分，总分 13~52
分，得分越高则生活质量越好；（4）根据患者的用

药情况评价用药依从性，分为完全依从（完全自觉、

主动遵医嘱按时、按量正确服药）、部分依从（能够

遵医嘱服药，偶尔漏服）、不依从（不遵医嘱服药、

经常漏服或拒绝服药）。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以 x
±s 描述计量资料，比较经 t 检验；以百分率（％）描

述计数资料，经卡方（χ2）检验，P<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药物治疗依从性比较

干预后，观察组的药物治疗依从性显著高于对

照组（P<0.05）。见表 1。
表1　两组药物治疗依从性比较［n（％）］

组别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依从率

观察组（n=47） 26（55.32） 19（40.43） 2（4.26） 45（95.74）

对照组（n=47） 17（36.17） 22（46.81） 8（17.02） 39（82.98）

χ2 4.312 0.196 4.029 4.029

P 0.038 0.658 0.045 0.045

2.2　两组干预前后 MMSE、ADAS、QOL-AD 评

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 MMSE、ADAS 和 QOL-AD 评分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 ADAS

评分均显著降低，MMSE、QOL-AD 评分显著提高

（P<0.05），且干预后观察组评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2。

表2　两组干预前后MMSE、ADAS、QOL-AD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MMSE ADAS-cog ADAS-non-cog QOL-AD

观察组（n=47） 干预前 12.32±2.34 25.46±5.11 21.89±5.67 22.39±3.45

干预后 24.65±3.41 17.21±3.78 16.02±3.45 32.58±5.46

t 20.439 8.898 6.063 10.816

P 0.000 0.000 0.000 0.000

对照组（n=47） 干预前 12.19±2.05 26.54±5.56 22.03±6.14 23.02±3.57

干预后 19.21±3.12 20.05±4.04 18.67±3.75 27.11±4.49

t 12.891 6.474 3.202 4.888

P 0.000 0.000 0.002 0.000

干预后两组比较
t 8.069 3.519 3.565 5.305

P 0.000 0.001 0.001 0.000

3　讨论

AD 患者常伴有思维内容、知觉、行为或心境紊

乱症状，严重影响自身生活质量，同时也将影响护

理人员及家属的情绪状态［2］。目前，临床对 AD 伴

BPSD 尚缺乏治愈手段，仅通过药物治疗控制病情，

延缓病情进展。药物治疗依从性是确保临床疗效的

关键，但大部分 AD 患者的遵医行为较差，且多伴有

明显的心理状态异常，往往难以严格遵医嘱服药和

配合护理，影响临床疗效。

临床研究表明，正面的情感体验和积极向上的

心理状态对于改善患者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10］。

但既往对于 AD 的干预多注重药物治疗及症状改善，

对于患者的心理评估及干预涉及较少，或仅限于简

单疾病知识宣教、日常工娱活动等，虽然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能够缓解患者的负性情绪，但在改变患者

的积极个性特征及积极情感体验方面收效甚微。积

极心理学认为，对患者尤其是伴有精神或心理行为

异常的患者，其临床干预不应仅限于症状改善和缺

陷纠正，更应注重减轻患者的烦恼和痛苦，帮助其

感受更多的满足、快乐或幸福，充分激发个体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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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能动性，从而促使其形成积极品质，提高其生活

适应能力［3］。开展积极心理干预，不仅注重疾病控

制，更重视个体潜能，通过积极向上的心理指导或

干预，帮助患者树立信心、建立希望，促进心理（精

神）、行为的康复。目前，积极心理学理论在精神分

裂症患者中应用较多，且已有诸多研究证实其可改

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负性情绪，促进生活能力［11］及

社会功能［12］的康复，且效果优于常规药物治疗及一

般心理干预，但其在 AD 患者中的应用较少涉及。

本研究将积极心理学理论与临床护理相结合，

以矫治 AD 患者的自我认知结构、提高患者的积极心

理健康为主要目的，重点针对 AD 患者的精神行为

状态、社会功能和疾病状态，开展团体讲座、角色

扮演、多媒体演示、集体讨论、亲友互动等，对患

者开展了重塑自我概念、感恩情绪干预、运用自我

优势、重温亲情、重建生活希望等方面的心理干预，

提高患者的主观幸福感、满足感和积极情绪。研究

结果显示，干预 8 周后两组的 ADAS 评分均显著降

低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MMSE、QOL-AD 评分

均显著提高且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说

明积极心理干预有利于促进 AD 患者 BPSD 症状的消

退，而随着不良精神行为症状的改善、深层自我认

知的重塑及幸福进取感的增加，患者的生活质量也

将随之改善。邓小岚等［13］研究亦显示，积极心理干

预配合家庭系统治疗能够有效减轻老年痴呆患者的

抑郁症状，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家庭功能及日常

生活活动能力，对临床治疗具有辅助意义，这与本

研究观点一致。此外，观察组干预后治疗依从性显

著高于对照组，认为积极心理干预能够帮助患者建

立良性行为，提高遵医行为，这对患者控制病情和

疾病远期康复具有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积极心理干预有利于提高 AD 患者

的药物治疗依从性，改善患者的 BPSD 症状及认知功

能，提高生活质量，促进患者的全面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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