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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指导联合心理治疗对抑郁症疗效及社会功能的影响

杨玉冰 、 王祖菊 、 张　莉 、 李思思

【摘要】目的　探讨康复指导联合心理治疗对抑郁症疗效及社会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

2014 年 8 月 ~2016 年 3 月的收治的 116 例抑郁症患者进行干预，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8 例，

对照组采用常规药物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康复指导联合心理治疗，为期 7 周。观察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生活质量

评分和社会功能。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 HAMD，HAMA，生活质量及社会功能各项评分组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HAMD 评分和 HAMA 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下降，

且观察组的 HAMD 和 HAMA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

社会功能评分明显高于治疗前，而且治疗后观察组患者上述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 0.05）结论　对抑郁症患者在常规药物治疗基础上进行康复指导联合心理治疗可以更有效

改善患者抑郁、焦虑情绪，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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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rehabilitation guide combined with psychotherapy o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the social 
function　　YANG Yubing，WANG Zuju，ZHANG Li，et al. The Mental Health Center of Chongqing，Chongqing 
401147，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rehabilitation guidance combined with psychotherapy o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their social function. Methods　A total of 116 cases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from August 2014 to 

March 2016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n=58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antidepressant drug therapy for 7 weeks，and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was given 

rehabilitation guidance combined with psychotherapy on the basis of the drug treatment for 7 weeks. The scores of Ham-

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the quality of life scale（QOL - 30），and Chi-

nese version of Personal and Social Performance Scale（PSP）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there was no difference of HAMD，HAMA，QOL – 30 and PSP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the scores of HAMD and HAMA of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treatment，and the scores of HAMD and HAMA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

trol group（P<0.05）；And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the scores of QOL – 30 and PSP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 treatment，also the scores of QOL - 30 and PSP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Rehabilitation guidance combined with psychotherapy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antidepressant drugs can be more effective to improv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the 

quality of life and social functions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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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发作是以情绪低落、思维迟缓、意志行为

减退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重性精神障碍［1］。抑郁

发作不仅给家庭带来一定的经济负担，也带来沉重

的精神负担，重性抑郁障碍甚至有严重的自杀倾向，

对家庭及社会造成不良影响。曾有研究［2］显示对患

者进行心理治疗可以缓解患者的抑郁和焦虑等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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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本研究通过对比心理治疗联合康复指导与常

规治疗对抑郁发作的症状及社会功能的影响，从而

确定康复指导联合心理治疗对抑郁发作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本资料

本研究入组我院 2014 年 8 月 ~2016 年 3 月收

治的抑郁发作患者 116 例，所有患者经过检查均符

合［3］：（1）《中国抑郁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3 版中的不伴有精神症状的抑郁发作相关诊断标准；

（2）年龄大于 18 岁；（3）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所有患者知情同意，自愿参与本次研究。排除标准

包括：（1）严重心、肺、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

（2）妊娠及哺乳患者；（3）意识不清不能配合者。

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将所有入组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

照组，每组各 58 例，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文化

程度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见表 1）具有可比

性。

表1　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比较

分组 观察组（n=58）对照组（n=58） χ2（t） P

性别（男/女） 22/36 23/35 0.249 ＞0.05

年龄（岁） 36.9±12.3 37.6±12.9 0.145 ＞0.05

小学及以下文化 17（29.3） 18（31.0） 0.326 ＞0.05

初中及高中文化 18（31.0） 17（29.3） 0.326 ＞0.05

大专及以上文化 23（39.7） 23（39.7） 0.000 ＞0.05

1.2　方法

对照组：主要对患者进行帕罗西汀（国药准字

H10950043）治疗，口服一次 20mg，一日 1 次。并

对患者的服药进行指导。共治疗 7 周。

试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进行康复指导联合

心理治疗，具体如下：

与患者建立良好的关系，得到患者及家属的信

任，对患者进行相关知识的讲解。由专人对患者的

病情进行详细的了解，详细介绍该病的预防、诊断、

治疗、康复、护理等知识，帮助其学会自我日常护

理［4］。进行心理治疗的实施，主要实施系统的认知

行为疗法（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CBT），以疏

导患者的消极情绪，纠正其错误认知观念进而改善

其精神行为症状，帮助其建立康复的信心。

给每位患者制定出相应的康复训练计划，在家

治疗的患者，要督促家属每天指导患者进行自我康

复锻炼，如个人卫生、更衣、进食、交流动作、运

动等，训练过程中要做到实际场面训练［6］。鼓励患

者与其他人交流，使患者积极性不断提高，如应用

实际用具、工具，进行实际的操作，使患者逐渐熟

悉周围的环境，建立积极的面对自我的能力。语言

行为上，要用患者能理解的语言来表达，对每个行

为训练要做到反复训练，训练过程中患者的进步比

较大可以给予一定的奖励，鼓励患者的信心，积极

的配合治疗。

1.3　评价指标

1.3.1　对心理状态的评价　治疗前和治疗 7 周

后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由 Hamilton 于 1960 年编制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和汉密尔顿焦虑量

表（HAMA）［7］，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包

括主要从抑郁情绪、有罪感、自杀、入睡困难，初

段失眠、睡眠不深，中段失眠、早醒，末段睡眠、

工作和兴趣 17 项进行评估，总分超过 24 分为严重

抑郁，超过 17 分为轻或中度抑郁，小于 7 分无抑郁

症状。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包括 14 项进行

评价。总分≥ 29 分，为严重焦虑；≥ 21 分，有明显

焦虑；≥ 14 分，有焦虑；小于 7 分，没有焦虑症状。

1 .3 .2　生活质量评价　治疗前和治疗 7 周后

对 患 者 的 生 活 质 量 评 价 采 用 生 活 质 量 核 心 量 表

（QOL-30）［8］进行评估，主要从患者的躯体维度、心

理维度、社会维度、认知功能维度 4 个维度进行评

价，满分 100 分，得分越高、生活质量越好。

1.3.3　患者的社会功能评价　治疗前和治疗 7
周后采用个人和社会功能量表（PSP）对患者的社会

功能进行评价［9］，主要社会中有用的活动（包括工作

和学习）、个人关系和社会关系、自我照料、扰乱及

攻击行为 4 个维度评价，采用问卷形式对患者的满

意度进行调查。满分 100 分，得分越高、社会功能

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的统计分析均由 SPSS19.0 版本进行。所有

连续数据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取 t
检验；计数数据用率或百分比（n，％）进行表示，并

进行 χ2 检验，P<0.05 有显著性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HAMD 和 HAMA 评分

比较

具体结果见表 1，由表 1 可知两组患者治疗前

的 HAMD 评分和 HAMA 评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HAMD 评分和

HAMA 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下降（P<0.05），且在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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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HAMD评分和HAMA 评分比较（x±s，分）

分组
HAMD评分 组内 HAMA 评分 组内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观察组（n=58） 27.3±12.1 10.1±5.2 9.946 0.000 28.3±10.6 11.3±6.5 10.412 0.000

对照组（n=58） 27.9±13.1 18.9±8.8 4.343 0.000 28.9±9.9 19.3±8.1 5.716 0.000

t 0.256 6.556 — — 0.315 5.866 — —

P 0.798 0.000 — — 0.753 0.000 — —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生活质量评分（x±s，分）
分组 躯体功能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认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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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8） 60.4±10.9 79.9±14.6* 56.9±11.1 67.5±15.0* 57.6±13.9 78.9±21.2* 45.9±15.9 68.7±21.4*

对照组（n=58） 60.5±10.8 69.7±17.4* 56.4±10.9 60.6±10.3* 57.9±13.5 64.6±21.4* 46.0±11.4 59.5±22.9*

t 0.050 3.420 0.245 2.372 0.118 3.615 0.039 2.235

P 0.960 0.001 0.807 0.019 0.906 0.000 0.969 0.027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表3　两组患者的PSP评分比较（x±s，分）

分组
活动（包括工作和学习） 个人关系和社会关系 自我照料 扰乱及攻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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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12.4 87.6±22.6* 52.3±14.2 85.3±23.6* 54.6±12.6 79.9±25.3* 52.6±14.3 79.8±22.4*

对照组 51.3±12.6 62.3±22.9* 53.1±11.6 63.2±22.4* 53.9±12.4 61.2±22.4* 52.9±12.6 61.9±22.6*

t 0.043 5.989 0.332 5.173 0.302 4.214 0.120 4.284

P 0.966 0.000 0.740 0.000 0.764 0.000 0.905 0.000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疗后，观察组的 HAMD 评分和 HAMA 评分均显著低

于对照组（P<0.05）。

2.2　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具体结果见表 2，由表 2 可知两组患者治疗前

的生活质量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

组患者治疗后的生活质量评分显著高于治疗前，而

且治疗后观察组的生活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

2.3　两组患者的社会功能评分比较

具体见表 3，由表 3 可知治疗前两组患者的社会

功能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

患者的社会功能评分明显高于治疗前，而且治疗后

试验组患者的社会功能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抑郁发作患者常受负面情绪的影响，易对生活

存在悲观绝望，而且社会能力降低，给家庭和社会

带来一定负担。但目前药物治疗虽然可以缓解抑郁

发作患者的情绪和躯体症状，但复发率仍较高，且

社会功能缺陷改善效果不理想。正确的心理治疗可

以弥补药物治疗的不足，对患者抑郁、焦虑等不良

情绪进行调节，可以很好的改善患者心理状况［10］。

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对患者进行康复指导联合心理

治疗可帮助患者积极配合治疗，可以改变患者错误

的认知，改善临床外在表现，增强生活的信心。

本研究采用的心理治疗方法为 CBT 治疗，使患

者逐渐的改正其不良认知，从而改善其情绪和行为

等外在症状。齐文博等［11］人的研究显示对抑郁发作

患者进行心理治疗后其 HAMD 量表评分明显降低，

可以很好的改善患者的抑郁发作状，而且患者的社

会能力、社会兴趣、个人整洁、易激惹等症状得到

明显改善。董素娟等［12］人对抑郁发作患者进行心理

治疗后患者的 HAMD 评分明显降低，HAMA 评分也

明显得到降低。除了心理治疗，也可以对患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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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指导改善抑郁发作患者社会功能及生活质量，

对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很好的效果。康复指导

通过康复训练，改善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与心理

治疗进行结合可以更好的改善患者的症状。因此对

抑郁发作患者在常规治疗治疗的基础上进行康复指

导联合心理治疗可以全面的改善患者的病情及预后。

本研究对比分析康复指导联合心理治疗与常规

药物治疗对抑郁发作患者的症状和社会功能的影响，

发现采用康复指导联合心理治疗可以更好的改善患

者的症状，患者的 HAMD 评分较单纯药物治疗明显

得到降低。对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价，结果发现

通过康复指导联合心理治疗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

明显高于常规治疗，而且患者的社会功能评分也明

显高于常规治疗。本研究的结果也说明了对抑郁发

作患者进行康复指导联合心理治疗可以很好的改善

患者的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

综上所述，对抑郁发作患者进行康复指导联合心

理治疗可以有效改善患者抑郁、焦虑情绪，提高患者

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但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样

本量有限，后期可予以扩大样本量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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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症状，提高生活质量。但是，本研究未对抑郁远

期复发情况进行随访研究，森田心理疗法联合调神

解郁汤加减对中风后抑郁远期影响有待进一步证实。

参考文献

1. 李节。中医治疗中风后抑郁症研究进展。辽宁中医药大学

学报，2014；16（5）：251-254
2 .  董其义。中风后抑郁症护理探讨 . 实用中医药杂志，

2016；32（7）：739-740
3. Kneebone II，Dunmore E. Psychological management of post-

stroke depression. British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11；39（1）：53-65
4. 李振涛。森田式心理疗法。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2014；23（9）：851-852
5. 中国医学会精神科分会。中国精神障碍分类及诊断标准 . 

第 3 版。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48-49

6. 黄丽萍。柴桂温胆汤治疗中风后抑郁疗效观察。浙江中医

药大学学报，2014；38（6）：737-739
7. 杨卜凡，杨应成，刘昊，等。卒中后抑郁对预后影响的研

究进展。医学综述，2016；22（1）：101-104
8. Kotila M，Numminen H，Waltimo O，et al. Post-stroke de-

pression and functional recovery in a population-based stroke 

register：The Finnstroke study. 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logy，

2015；6（3）：309-312
9. 李艳青。中国森田疗法治疗抑郁症的研究进展。中国健康

心理学杂志，2014；22（9）：1429-1431
10. Li Y，Zhang H，Feng Z，et al. Life events，Anxiety and 

Depression Among Doctors and Nurses in the Emergency De-

partment：A Study From Eleven General Hospital in Hunan 

Province，China. Journal of Psychiatry and Brain Science，

2016；1（1）：2
（收稿日期：2017 年 8 月 15 日）

上接第 52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