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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认知功能和量化治疗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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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今抑郁症越来越常见，抑郁症会损害患者的认知功能，而且在抑郁症状缓解后仍会残

留有认知功能的损害。越来越多的研究提示采用量化治疗的方法有利于抑郁症的转归。本文就抑郁

症的认知功能及抑郁症的量化治疗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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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抑郁症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据报道，

在我国抑郁障碍的患病率达 6.10％［1］。抑郁症同酒

依赖一样会损害患者的认知功能［2］，而且在抑郁症

状缓解后仍会残留有认知功能的损害［3］，认知功能

的损害同时也是影响抑郁症患者生活质量的主要

因素［4］。目前抑郁症的治疗目标已经由临床治愈

转变为功能改善、功能恢复甚至是生活质量的改

善，这就要求在治疗抑郁症时不仅要关注典型抑郁

症状的缓解还要关注认知功能的改善［5］。但是在临

床实践中抑郁症的缓解率不高。药物治疗的剂量不

足和未达疗程以及治疗依从性差、频繁地更换治

疗方案与缓解率不高有着很大的关系［6］。量化治疗

（measurement-based care，MBC）由德克萨斯药物规

划项目（Texas Medication Algorithm Project，TMAP）

和德国规划项目（German Algorithm Project，GAP）

发展演变而来，该方法对患者进行全面和系统的评

估，利用评估结果指导治疗。越来越多的研究提示

采用量化治疗的方法有利于抑郁症的转归。在我国，

参照抑郁症的序贯治疗研究（Sequenced Treatment 

Alternatives to Relieve Depression，STAR*D）的量化

治疗思路已进行了首个抑郁症量化治疗的随机对照

研究，验证了量化治疗在临床实践中的有效性和可

行性［6］。本文就抑郁症的认知功能及抑郁症的 MBC

做综述。

一　抑郁症的认知功能

1　注意力

在 DSM-5 和 ICD-10 的诊断系统中都将无法集

中注意力作为抑郁症的诊断条目，表明注意力的

损害在抑郁症的病理生理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Yang 等［7］分析了 40 名岁未用药的抑郁症患者和 42
名相对应的健康对照剑桥自动化成套神经心理测试

（Cambridge Neuropsychological Test Automatic Battery，

CANTAB）中的快速视觉信息处理任务的结果，发现

抑郁症患者对视觉刺激反应的潜伏期相较健康对照

更长，这表明抑郁症患者的视觉注意力比健康对照

差，但此差异并不显著。但 Boeker 等［8］用同样方法

评估急性期抑郁症患者与健康对照时发现了两者视

觉注意力显著的差异。Boeker 等［8］还探究了缓解后

抑郁症患者注意力的变化，得出患病时与缓解后相

比注意力并无显著的差异性。

Salehinejad 等［9］纳入了 12 名抑郁症患者对其使

用直接经颅电刺激，另纳入 12 名抑郁症患者使用假

性刺激作为对照。结果发现经过直接经颅电刺激治

疗的抑郁症患者在快速视觉信息处理和选择反应时

间这两个反应注意力的 CANTAB 中的表现较假性刺

激的患者表现有显著的提高。

Bloch 等［10］使用纳入了 13 例使用氟西汀治疗的急

性期青少年抑郁患者（平均年龄 15.5 岁）和 20 名与之

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对照发现抑郁组代表持续注意的

快速视觉信息处理和代表空间视觉注意的视觉搜索匹

配与对照组相比都有显著的损害。在治疗后抑郁组的

注意力有显著的改善，且此改善无法完全由练习效应

所解释（第一次与第二次测试相隔两个月）。

Kaser 等［11］将 60 名已经缓解了的抑郁症患者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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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分为两组，使用莫达非尼和安慰剂分别对两组进

行治疗。该研究采用的是双盲的方法，用 CANTAB

评估两组的认知功能，结果对比了使用莫达非尼前

后的表现，发现莫达非尼对注意力的改善无统计学

意义。目前针对抑郁症患者注意力的研究得出的结

论较为一致，即：抑郁症患者相较健康对照而言注意

力有显著损害。而经过不同的治疗后，一些研究［9，

10］报道了抑郁症患者注意力得到显著改善，一些研

究［8，11］则没有此发现，这可能是不同的治疗方法对

注意力改善的效能不同，也可能是由于样本量过少

等原因导致差异没有显著性。

2　记忆力

Sweeney 等［12］用 CANTAB 中的延迟匹配任务测

试了 58 名抑郁症患者和 51 名健康对照，发现抑郁

症患者在此任务中的表现较于健康对照差，且此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延迟匹配是一项检测记忆的测试，

该结果表明抑郁症患者记忆的损害是显著的。同时

该研究中还检测了被试的图形识别记忆，该任务也

用于测试记忆，未发现抑郁患者和对照之间检测结

果显著的差异。这可能是由于延迟匹配任务中除了

测试记忆还有测试策略的方面。但在 Liu 等［13］纳入

了 62 名未服药的抑郁症患者和 73 名健康对照的研

究中却发现抑郁症患者较健康对照在图形识别记忆

任务中的表现差，且此差异有显著性。造成这两个

研究结果不同的原因可能在于样本量的不同和纳入

的抑郁症患者入组标准的不同，在 Liu 等［13］的研究

中纳入的都是未服药的抑郁症患者，而在 Sweeney

等［12］的研究中则未做此限定。

Salehinejad 等［9］的研究中使用了 CANTAB 中反

应空间工作记忆的配对联想学习发现经过经颅直接

电刺激治疗的抑郁症患者，其表现较治疗前有显著

的改善。在空间再认记忆中治疗组的表现较假性刺

激组要好，且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oeker 等［8］用 CANTAB 中的图形识别记忆任务

检测抑郁症患者的记忆力，用空间工作记忆任务检

测抑郁症患者的工作记忆，结果发现：与对健康照相

比，抑郁症患者的记忆力和工作记忆有显著的损害。

且在抑郁症缓解的患者中记忆力与患病时相比有了

显著的提升，但工作记忆没有显著的改善。

Bloch 等［10］的研究中发现抑郁组的空间工作记

忆测试的表现较对照组差，经氟西汀治疗后也无显

著改善。

Kaser 等［11］的研究结果发现经莫达非尼后的已缓

解的抑郁症患者在情景记忆和工作记忆的表现要显

著好于基线时的表现。对于治疗前后抑郁症患者记

忆力有无显著的改善，目前的研究尚未得出统一的

结论，这可能与不同研究所采用的治疗方法和治疗

药物的选用有一定的关系，对于今后的研究需要规

范治疗方法和治疗药物的选择，在这之后再评估记

忆力的变化情况可能对指导抑郁症患者记忆力恢复

的治疗具有重大意义。

3　执行功能

Hermens 等［14］用 CANTAB 中的内外空间成套转

换任务和空间跨度任务以及韦氏智力测试中的连线

测试和词汇联想测试（此四个测验分别可反映执行

功能中的定势转换、工作记忆、心理灵活度和言语

流畅性）对年龄在 19~30 岁之间的 94 名抑郁症患者

和 59 名健康对照施测。由四个测验得出一个表示执

行功能的复合分数，经过比较发现抑郁症组的得分

较健康对照要低，且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oeker 等［8］用 CANTAB 中的内外空间成套转换

任务检测抑郁症患者的执行功能，发现与健康对照

相比抑郁症患者的执行功能有显著的损害。在缓解

期的患者中执行功能没有显著的改善。

Bloch 等［10］的研究中使用了剑桥球带测试考察执

行功能发现急性期的青少年抑郁组的测试表现相较

对照组要差，且此差异有显著性。经氟西汀治疗后

抑郁组的执行功能并无显著的改善。在 Kaser 等［11］使

用莫达非尼治疗的已缓解的抑郁症患者中也未发现

执行功能有显著改善。这可能说明抑郁症患者的执

行功能的损害较为顽固。目前针对抑郁症患者执行

功能的研究得出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即：抑郁症现

患的患者其执行功能相较正常对照都有显著的损害，

而且已缓解的抑郁症患者执行功能也无显著改善。

二　抑郁症的MBC
抑郁症的 MBC 不仅有利于提高患者服药的依从

性而且对于抑郁症的预后也较传统治疗方法更具优

势［6-16］。Trivedi 等［17］纳入了之前接受过治疗但需要

换药和首次治疗的伴或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

症患者，总共有 547 名患者完成了评估和访视，最

后在 MBC 组和常规治疗组各选取了 175 名相匹配的

患者进行数据分析。该研究的干预期为 1 年，主要

数据为 30 项抑郁症状评估量表（医师版）和 30 项抑

郁症状评估量表（自评版）。结果发现所有患者的抑

郁症状较干预前均有改善，但是接受 MBC 的患者不

管是医师评估的量表还是自评的量表都显示症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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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要显著高于常规治疗组。

Bauer 等［18］将 148 名抑郁症患者平均分为两组，

一组为 MBC 组，一组为常规治疗组，使用 Bech-

Rafaelsen 忧郁量表评估各组的疗效，此量表评分小于

7 分时为缓解。结果发现 MBC 组的缓解时间要显著低

于常规治疗组（7.0±0.9 周 vs 12.3±1.8 周）。而且在

两组缓解的患者中相比常规治疗组治疗策略的改变次

数要显著高于 MBC 组（3.0±2.7 次 vs1.0±1.5 次）。而

Adli 等［15］在 GAP 研究中同样以缓解时间为主要指标，

也发现 MBC 组的缓解时间较常规治疗组少，且此差

异有显著性。此研究还将量化治疗分成了三组，分别

为加用锂盐组、抗抑郁药加量组和换用抗抑郁药组，

抗抑郁治疗加量组的缓解率是最高的。

以上的研究只是规定了各项干预措施决策点和

调整方法，未对干预措施用药做具体限定，导致使

用的药物种类过多，增加了研究的偏差。Guo 等［6］

选用帕罗西汀和米氮平作为 MBC 组和常规治疗组的

用药，在 MBC 组，医师根据每个访视点患者的忧

郁症状学快速自评量表的得分选择在 MBC 方案中给

出的处理措施，在常规治理组中，医师在每个访视

点根据自己的判断调整患者的用药方案。该研究中

MBC 组纳入了 61 名门诊抑郁症患者，常规治疗组中

纳入了 59 名门诊抑郁症患者。由忧郁症状学快速自

评量表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17 项）评出的结果显

示：MBC 组的有效率和缓解率较常规治疗组高，此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且 MBC 达到疗效和缓解的平

均时间也较常规治疗组短，此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MBC 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的评分显著低于常规治疗

组。该研究采用了很重要的方法来避免误差，即对

评分者采用盲法，而且所选药物只局限于帕罗西汀

和米氮平两种抗抑郁药和针对睡眠、焦虑的小剂量

的苯二氮卓类药物。

三　总结

如上所述，在抑郁症患者中有多项认知功能受

到损害。越来越多的研究提示采用量化治疗的方法

有利于抑郁症的转归［16］。目国内外前尚无经过可靠

认知测评工具测量的关于抑郁症量化治疗前后认知

功能变化的研究，今后的研究将在控制相关混杂因

素的同时探索量化治疗前后认知功能的变化，这对

促进抑郁症患者的功能恢复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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