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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疗法联合帕罗西汀药物治疗在老年抑郁患者中的应用价值及对患者生
活质量的影响

刘建洪 1 、 宫　雪 2 、 周军辉 2 、 李　雪 2

【摘要】目的　研究回忆疗法联合帕罗西汀药物治疗在老年抑郁患者中的应用价值及对其生活

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 ~2016 年 12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老年抑郁症患者 150 例，根

据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各 75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帕罗西汀治疗，20mg 口服，

每日 1 次；实验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应用回忆疗法。结果　实验组患者的疗效好于对照组

（P< 0.05）。实验组患者治疗 2 周、治疗 4 周及治疗 8 周后的 HAMD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 0.05）。

实验组患者的 SF-36 各维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生活质量更好（P< 0.05）。结论　回忆疗法联合帕

罗西汀药物治疗可以明显提高老年抑郁症患者的疗效，降低 HAMD 评分，改善生活质量，值得在临

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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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recall therapy combined with paroxetine in the treatment 

of senile depression patients and its impact on quality of life. Methods　150 elderly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who treat-

ed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from January 2015 to December 2016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using a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each group had 75 cases，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paroxetine，

20mg orally，1 times a day；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application of reminiscence therapy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Results　The curative effec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  

0.05）. After the treatment for 2 weeks，the treatment for 4 weeks and the treatment for 8 weeks，the HAMD score 

of the patients in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The scores of SF-36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Conclusion　Reminiscence therapy com-

bined with paroxetine treatmen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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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抑郁症患者临床表现为持久的情绪低落、

焦虑、迟滞和躯体不适症等，患者的躯体功能下降，

极大的影响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增加死亡的风险，目

前主要采用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1］。帕罗西汀是临床

上常用的抗抑郁类药物。夏贺南等［2］研究结果显示，

帕罗西汀可以明显降低脑卒中后抑郁患者的 HAMD

评分，总有效率高达 91.4％，缓解脑卒中后焦虑抑

郁症有很好的临床疗效。回忆疗法又称怀旧疗法，

最早引入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心理康复领域。怀旧

治疗最早起源于老年精神医学，胡爱君［3］、刘炳炳［4］

等研究发现回忆疗法在老年阿尔茨海默病的应用效

果较好，近年来广泛应用于改善老年人认知、抑郁、

自尊等。李培军等［5］研究结果显示，老年抑郁症患者

采用团体怀旧疗法可以改善其抑郁症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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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明显提高。本文研究回忆疗法联合帕罗西汀药物

治疗在老年抑郁患者中的应用价值及对生活质量的

影响，致力于提高老年抑郁患者的疗效和生活质量。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 2015 年 1 月 ~2016 年 12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

的 150 例老年抑郁症患者。纳入标准：①患者均符合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中抑郁症的诊断标准；

②患者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 17 分；③

患者年龄均≥ 60 岁；④患者家属知情同意。排除标准：

①有严重脑器质性疾病、躯体疾病或其他精神障碍的

患者；②近期服用过镇静或抗抑郁药物的患者；③不配

合治疗的患者。根据随机数表法将 150 例老年抑郁症

患者分为两组，对照组 75 例和实验组 75 例。对照组

男性患者 39 例，女性患者 36 例，平均年龄（68.26±

5.72）岁，HAMD 评分（29.51±3.74）分；实验组男性

患者 38 例，女性患者 37 例，平均年龄（68.34±5.69）
岁，HAMD 评分（29.47±3.77）分。两组患者在年龄、

性别等一般资料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帕罗西汀治疗，盐酸帕罗西汀

（规格：20mg，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10950043）

20mg，每日 1 次。实验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

联合应用回忆疗法［6］，由两名医生进行组织，每次

30min，每周 3 次，连续 8 周，提前通知患者需按时

参与，或让患者家属监督，中间无患者脱落。从患

者家属处获得患者的基本资料，包括兴趣爱好、成

长经历、对患者有重大意义的物品、事件等，采用

个体怀旧的方式，每周制定一个主题，借助相关引

导物引出怀旧的主题。第 1 周：相互熟悉、建立关

系。患者和医护人员互相介绍，由医护人员为患者

介绍回忆疗法，了解患者的生活背景，建立医患信

任关系；第 2 周：家庭和朋友。帮助患者回忆与家庭

成员或朋友之间经历的趣事；第 3 周：童年和求学时

期。帮助患者回忆童年及求学时期的生活经历，回

想快乐的事情；第 4 周：工作。帮助患者回忆自己的

职业历程，回想与同事、领导之间的趣闻轶事；第 5
周：休闲娱乐。发掘患者的兴趣爱好，帮助患者回

忆在自身特长上取得的成就，回想曾经喜爱的电影、

歌曲、电视剧等；第 6 周：年代大事。帮助患者回想

过去的伟人、社会大事、历史事件等；第 7 周：开心

回忆。引导患者回忆经历过的印象深刻的开心事件，

回想当时的内心感受；第 8 周：引以为豪的事。谈谈

年轻时的理想与抱负，一生中最有成就的事情。

1.3　观察指标

①治疗前后使用 17 项 HAMD 量表评定患者的抑

郁症状，总分＜ 7 分表示正常，7~17 分表示可能存在

抑郁，17~24 分表示肯定存在抑郁，＞ 24 分表示严重

抑郁症。② HAMD 减分率 =（治疗前得分 - 治疗后得

分）/ 治疗前得分 ×100％，减分率＞ 75％为基本痊愈，

51％~75％为显效，25％~50％为好转，＜ 25％为无效。

有效率 =（基本痊愈 + 显效 + 好转）/ 总例数 ×100％。

③采用生活质量量表（SF-36）进行评价，共 36 个条目，

8 个维度：生理功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总体健康、

精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各维度得分

为 0~100 分，分数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0.0 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计量资料

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 χ2 检验，以 P<0.05 表示差

异具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疗效比较

实验组患者的有效率为 89.33％，而对照组仅为

76.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的疗效比较［例数（％）］

组别 例数 基本痊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对照组 75 9（12.00） 27（36.00）21（28.00）18（24.00） 76.00

实验组 75 17（22.67） 33（44.00）17（22.67） 8（10.67） 89.33

χ2 - 4.653

P - 0.031

2.2　两组患者的 HAMD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 HAMD 评分无显著差异，但实

验组患者治疗 2 周、治疗 4 周及治疗 8 周后的 HAMD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的HAMD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2周 治疗后4周 治疗后8周

对照组 75 29.51±3.74 24.61±3.58 19.83±2.84 16.52±2.75

实验组 75 29.47±3.77 20.27±3.06 15.13±2.39 11.48±2.15

t - 0.065 7.981 10.966 12.504

P - 0.948 0.000 0.000 0.000

2.3　两组患者的 SF-36 各维度评分比较

实验组患者的 SF-36 各维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3　讨论

老年人群由于身体的衰老，部分机能衰退，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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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绪较高，加之社会活动减少，与外界沟通较少，

因此容易出现抑郁症。老年抑郁症指 60 岁后首发或

复发的抑郁症，会造成患者情绪低落，躯体功能下

降，影响患者的生理心理健康，甚至会造成自杀。

抑郁症的治疗在临床上尚属于一大难题，Skomedal 

等［7］研究结果显示，老年抑郁症患者的临床治疗存

在一定的难度，约 30％的患者属难治性，疗效难以

达到理想的效果。抑郁症患者晚期因极端的自我否

定可能会选择自杀，药物是治疗抑郁症的基础，但

是单纯依靠药物治疗又会使患者病情迁延不愈，目

前许多学者认为应采用药物治疗联合心理治疗，从

而提高患者的临床疗效，改善生活质量。

帕罗西汀是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可以提高抑

郁症患者突触间隙的 5- 羟色胺浓度，起到抗抑郁的作

用［8］。帕罗西汀抗胆碱性及心血管系统等不良反应发

生率低，更适于老年抑郁症患者应用。帕罗西汀对人

体没有镇静作用，不会引起认知功能和精神运动性障

碍。万俊玲［9］等研究结果显示，老年抑郁症患者采用

帕罗西汀治疗 2 周后的 HAMD 评分和 HAMD 睡眠障碍

因子评分明显下降，总有效率为 77.8％，未出现明显

的不良反应。本研究对照组患者的有效率为 76.00％，

HAMD 评分由治疗前的（29.51±3.74）分下降为（16.52
±2.75）分，说明帕罗西汀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老年抑

郁症患者的抑郁症状，降低 HAMD 评分。

回忆疗法引导老年人回忆以往的生活经历，体验

之前的生活片段，帮助患者了解自我，增加自信和社

会归属感，减轻孤独感。Eriks 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

和 Atcllley 的持续理论是回忆疗法的理论基础，成本

低廉，副作用小［10］。本次研究结果显示，验组患者的

疗效好于对照组；实验组患者治疗 2 周、治疗 4 周及

治疗 8 周后的 HAMD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实验组患者

的 SF-36 各维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生活质量更好。

说明回忆疗法联合帕罗西汀药物治疗可以明显提高老

年抑郁症患者的疗效，降低 HAMD 评分，改善生活质

量。此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董香丽等［11］研究结

果显示，老年脑外伤患者采用怀旧疗法可以明显降低

其 HAMD 评分，抑郁症状检出率较低。可见，回忆疗

法可以提高老年抑郁症患者的沟通能力，在回忆过去

的成就及快乐时光时重拾自我认同感，提高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回忆疗法联合帕罗西汀药物治疗可

以明显提高老年抑郁症患者的疗效，降低 HAMD 评

分，改善生活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值得在临床推广

应用。但本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包括研究病例数

较少、观察时间较短、患者性格因素等，因此还需

要对患者进行长时间的观察及增加研究对象获得更

多的临床数据来验证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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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的SF-36各维度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生理功能 生理职能 躯体疼痛 总体健康 精力 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对照组 44.17±10.25 45.28±12.84 61.94±12.69 47.28±17.24 57.41±15.73 54.28±14.93 58.25±14.97 63.79±14.27

实验组 53.73±13.27 55.93±14.27 73.27±14.73 59.36±18.52 66.28±17.32 65.16±15.74 72.49±16.31 75.35±16.39

t 4.938 4.805 5.067 4.135 3.283 4.343 5.571 4.607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