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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心理干预联合药物治疗对脑血管病伴发抑郁患者的情绪和生活质量
的影响

廖嘉川 1 、 黄泗霖 1 、 范　进 2 、 许伍环 1

【摘要】目的　探讨综合性心理干预对脑血管病伴发抑郁患者的情绪、认知功能和生活质量的影

响。方法　选取我院 2015 年 1 月 ~201�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 100 例脑血管病伴发抑郁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随机分为观察组（n=50）和对照组（n=50），两组患者均接受脑血管疾病的基础治疗（包括改善

微循环、对症治疗及护理等），并予以口服舍曲林进行抗抑郁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以实施综合

性心理干预进行治疗。分别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

（SAS）以及蒙哥马利抑郁量表（MARDS）的分值变化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心理状态进行评定，并

采用简易智能量表（MMSE）对两组患者的认知功能进行评估，以及随访一年的生活质量。结果　观

察组患者治疗后的 HAMA、SDS、SAS 和 MARDS 评分低于治疗前和对照组（P< 0.05）；两组患者治疗

前的 MMSE 评分明显低于治疗后，治疗后观察组 MMSE 评分更低（P< 0.05）；经随访的一年发现，观

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在常规抗抑郁药物的基础上加以综合

心理干预可以有利于改善脑血管病伴发抑郁患者的情绪，同时提高患者认知功能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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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omprehens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combined with medicines on mood and quality of life 
in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LIAO Jiachuan，HUANG Silin，FAN Jin，et al. The Peo-
ple's Hospital of Santai County，Mianyang 6211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comprehens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combined with medi-

cines on mood and quality of life in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5 to 

January 2016，100 cases of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n=50）and control group（n=50）. The patients in two groups received basic treatment of 

cerebrovascular disease（including improving microcirculation，symptomatic treatment and nursing etc. ），and antide-

pressant therapy（oral sertraline）；the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comprehens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extra. The mood status changes of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assessed by 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and Montgomerie Depression Scale（MARDS）；The cognitive 

function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followed for one year and assessed by Mini-mental State Ex-

amination（MMSE）and GQOLI－74.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HAMA，SDS，SAS and MARDS score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After treatment，MMSE score of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and which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increased much more（P<0.05）；After 

one year follow-up，the life the quality score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Antidepressant drugs combined with comprehens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can improve the 

mood state，cognitive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Key word】Comprehens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Cerebrovascular disease；Depression；Quality of life；

Cognitiv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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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病死率和病残率较高［1,2］，

常常合并抑郁，进而增加疾病相关住院或死亡事件［3，4］。

综合心理干预联合抗抑郁药物治疗对脑血管疾病后抑

郁症可能有显著疗效［5，6］。本研究探讨综合心理干预配

合抗抑郁药物对脑血管疾病后抑郁症患者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取 得 医 学 伦 理 批 件 后 选 取 我 院 2015 年 1 月

~2016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 100 例脑血管病抑郁症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符合 WHO 制定的脑血管

疾病诊断标准，且经临床诊断伴有抑郁症，以及患

者及家属对本次研究具有知情同意权。同时排除恶

性肿瘤疾病、伴有明显意识障碍以及乙醇和药物依

赖者等。将符合以上标准的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的

方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观察组包括男

38 例，女 12 例，年龄 38~67 岁，平均（49.6±8.9）

岁，缺血性脑卒中 35 例，出血性卒中 15 例，初中

以上学历 32 例，初中以下学历 18 例；对照组包括男

29 例，女 21 例，年龄 32~65 岁，平均（45.9±7.9）

岁，缺血性脑卒中 33 例，出血性卒中 17 例，初中

以上学历 30 例，初中以下学历 20 例。两组患者在

基础资料具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接受脑血管疾病的基础治疗（包括

改善微循环、对症治疗及护理等），并予以口服舍

曲林药物 25mg 进行抗抑郁治疗，每日早饭后口服，

3~5d 加量 50mg。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以实施综合性

心理干预进行治疗。方法如下：（1）入院心理评估：

责任医师采用科室自行设计的问卷调查，在患者入

院当天，进行心理状态调查评估，包括姓名、性别、

个人经历、家庭环境、受教育程度、是否正在服用

精神类药物以及是否对自身疾病的认知情况等，通

过以上信息研究患者的心理现象。（2）动机访谈：在

患者住院期间，即由责任医师和护士对患者进行三

次动机性访谈，第一次为患者为患者住院后的第二

周，主要与家属建立良好的合作和信任关系，通过

提问开放性的问题使家属说出陪伴患者抢救治疗的

经历，倾听并理解家属的感受，并给予心理支持。

访谈时间为每周五和周六的 4：00~5：00pm，每次交

流时间为 0.5h，两周一次。第二次动机访谈其为患

者病情稳定期，访谈时间加强至 0.5h~1h，主要侧重

于引导家属建立正确认知，第三次动机访谈为患者

出院前 1d，指导家属模拟家庭环境中训练患者从事

日常活动，责任医师进行指导和监督，同时回顾和

评价家属所做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成功，对其进

行褒奖和鼓励。（3）放松心理训练：每周至少进行一

次心理放松训练，每次时间为 30min。首先由心理专

员安排患者在心理咨询室，让其靠坐在沙发上，将

眼睛闭上，通过意识控制帮助患者放松肌肉和紧张

的情绪，以舒适的身心状态配合工作。采用潜意识

疗法进行引导，在进行引导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语

气和态度，以保证患者能够身心舒适，消除心理的

防御和戒备。（4）情感支持：责任医师和护士定期开

展每月聚会主题，邀请患者和家属参与，通过对患

者提问，加深患者对疾病和治疗认知，同时，征集

亲友祝愿贴于墙上，支持和鼓励患者积极配合治疗。

1.�　观察指标

分别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抑郁

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以及蒙哥

马利抑郁量表（MARDS）的分值变化对两组患者治

疗前后的心理状态进行评定，并采用简易智能量表

（MMSE）对两组患者的认知功能进行评估，以及

随访一年的生活质量。其中 MMSE 量表共有 30 项

问题，包含记忆力、定向力、注意力、阅读能力

等，回答正确为 1 分，错误 0 分，分数越高，则认

知功能越低，反之亦然；采用生活质量评定综合问

卷（GQOLI－74）评估患者的生活质量。该问卷共 74
个项目，采用 5 级评分方式，分为躯体功能、心理

功能、社会功能和物质生活四个维度；另有一个总体

生活质量因子，共计 20 个因子，统计分析指标包括

了总分、维度分，评分越高，表明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21.0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计量

测量结果资料使用（x±s）表示，差异的比较使用 t 检

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n，%）表示，比较采用 χ2

检验。P<0.05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 1　两组治疗前后 H A M A、S D S、S A S 和

MARDS 评分情况，见表 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MMSE 量表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 MMSE 评分均明显升高，且观

察组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2.�　两组患者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比较

随访一年发现，观察组患者在躯体功能、心理

功能、社会关系、精神和总分均高于对照组，两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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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失调相关；外源性学说则认为此类疾病发生后家庭、

社会支持、经济、运动功能障碍及就业能力的改变等

致使患者心理平衡失调，进而引起抑郁症状的发生。

本研究结果显示：通过舍曲林联合综合性心理干

预后，观察组患者在心理状态和认知功能方面的评分

明显更优于对照组，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外源性学

说的可能性。同时，观察组随访一年的生活质量评分

亦更高于对照组，提示了综合性心理干预在一定程度

上辅助促进了常规治疗以及抗抑郁药物治疗脑血管疾

病患者预后的恢复情况，其的影响力更为持久。

综上所述，在常规抗抑郁药物的基础上联合实

施综合性心理干预可以明显改善患者心理状态及焦

虑抑郁情绪，达到提高患者认知功能和生活质量的

效果。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如

家庭支持、社会经济条件的因素的影响也无法完全

排除，所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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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治疗前后的心理量表比较

组别
HAMA SDS SAS MARDS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23.03±8.92 9.89±2.10 64.30±6.55 31.45±3.23 62.72±7.02 30.53±2.82 28.17±2.10 7.40±0.68

对照组 23.10±9.00 15.00±5.29 64.71±6.22 44.60±5.30 62.01±7.01 42.76±3.46 28.14±2.03 11.48±1.82

t值 1.221 6.920 1.204 8.929 1.320 7.622 0.930 5.293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MMSE量表比较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50 14.3±2.0 20 .00±3.88

对照组 50 14.62±3.00 16.02±3.46

t值  1.220  4.224

P >0.05 <0.05

3　讨论

脑血管疾病如果伴发抑郁，会大幅加重并发症

发生率（包括褥疮、口腔感染和呼吸道感染等），影

响患者的预后以及患者及家庭的生活质量 ［7，8］。目前

脑血管疾病伴发抑郁的机制尚未明确，主要有两种假

说［9，10］：原发性内源性假说认为额叶基底部的病变以

及大脑损害所致的去甲肾上腺素及 5- 羟色胺间的平

表3　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比较

组别 例数 躯体功能 心理功能 社会关系 物质生活状态 总分

观察组 34 62.33±5.33 88.33±9.33 68.44±5.78 40 22±3.09 99.33±5.22

对照组 34 40.11±4.98 62.44±8.12 50.11±5.01 28.33±2.09 73.22±6.22

t值 21.332 13.449 18.011 22.341 22.431

P值 ＜0.05 ＜0.05 ＜0.05 ＜0.05 ＜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