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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治疗对于老年抑郁和焦虑共病患者的效果观察

陈　征 、 曹　江 、 杨彩霞 、 周　丹

【摘要】目的　探究心理治疗用于老年抑郁和焦虑共病患者治疗中的效果。方法　将 201� 年 2 月

~201� 年 2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60 例老年抑郁和焦虑共病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0 例）与对照组（�0

例），分别给予常规治疗与常规治疗 + 心理治疗，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焦虑（SAS）、抑郁（SDS）评

分、个体和社会功能评分（PSP-CHN）以及治疗依从性进行综合评价。结果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

SAS 评分、SDS 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P< 0.0�），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治疗后的 PSP-CHN 评分与对

照组呈现明显差异（P< 0.0�），存在统计学意义；且观察组治疗依从性为 96.�％，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0.0％，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结论　心理治疗在老年抑郁和焦虑共病患者中的应用，

有利于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改善，提升患者的个体与社会功能，增强患者治疗依从性，值得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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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psychotherapy on treatment of elderly depression and anxiety patients were observed 
　　CHEN Zheng，CAO Jiang，YANG Caixia，et al. Psychological clinic of Tianjin Anding Hospital，Tianjin 
300222，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sychotherapy on the treatment of elderly depression and anxiety 

patients. Methods　6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senil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5 

to February 2017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30 cases）and control group（30 cases），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conventional treatment，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treatment + psychological treat-

ment，the anxiety（SAS）and depression（SDS）scores，individual and social functional scores（PSP - CHN）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nd treatment adherenc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d. Results　The SAS 

score and SDS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which was sta-

tistically significant. After treatment，the PSP - CHN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control group（P<0.05），

which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6.7％，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80.0％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treatment in the application of senil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patients，is helpful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atients with anxiety，depression，and improve the patient's individual and social function，en-

hance patients' treatment adherence，is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Psychotherapy；Elderly patients；Depression and anxiety disorders；PSP - CHN scoring；Thera-

peutic compliance

抑郁与焦虑共病主要指的是焦虑与抑郁在同一

个体共存的现象。临床研究报道，我国 60％~90％

抑郁症患者同时伴随焦虑障碍，严重影响着患者的

身心健康［1］。与单一焦虑、抑郁疾病相比，抑郁和焦

虑共病症状严重，病程较慢，预后极差［2］，伴随严重

的社会功能损害，甚至有自杀心理倾向，这在一定

程度上增加了临床治疗的难度。临床中对抑郁和焦

虑共病患者的治疗多以抗抑郁药物为主，其尽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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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有效控制患者的病情，然而伴随一系列不良反应，

部分患者不配合，疗效达不到预期［3］。针对这种情况，

临床提出对抑郁和焦虑共病患者在药物治疗基础上

辅之以心理治疗。研究对我院 60 例老年抑郁和焦虑

共病患者实施随机分组，分别给予常规治疗与常规

治疗 + 心理治疗，比较两组的疗效，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病例来源于 2015 年 2 月 ~2017 年 2 月我院 60 例

老年抑郁和焦虑共病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30 例）

与对照组（30 例）。观察组：男 17 例，女 13 例，年

龄为 61~85 岁，平均年龄为（71.5±4.6）岁，病程为

4 个月 ~4 年，平均病程为（2.3±1.2）年；对照组：男

16 例，女 14 例，年龄为 62~86 岁，平均年龄为（72.1
±4.5）岁，病程为 3 个月 ~4 年，平均病程为（2.2±

1.2）年。纳入标准：（1）经过临床诊断及病理学检

查，所有患者均符合抑郁和焦虑共病的临床诊断标

准［4］；（2）临床科室对本次研究同意并支持，医学伦

理会批准此次研究，纳入病例均表示自愿参与研究，

并在知情同意书上签署患者及家属姓名；（3）患者

年龄≥ 60 岁；（4）均为初次发病；（5）均在同一时

间段发病。排除标准：（1）存在重要脏器疾病者及

伴随心、肝、肾功能疾病者；（2）意识模糊及精神

紊乱者；（3）合并严重器质性病变者；（4）严重酗酒

及药物滥用、成瘾者；（5）临床资料不全者［5］。两组

患者一般资料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抗抑郁药物治疗。根据患者

的病情情况选择相应抗抑郁药物治疗，如帕罗西汀、

艾司西酞普兰等，若患者合并睡眠障碍，给予安定

类助眠药物治疗。与此同时给予患者常规护理，对

患者给予健康教育。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心

理治疗。心理治疗由 4~6 名经过专业培训并获取职

业资格证书的专业心理治疗师负责，在治疗期间需

要把握患者的个性特点与心理特点，给予支持性心

理治疗、认知行为干预等，主要包括 4 个阶段：（1）
第一个阶段。主动与患者建立良好的医患沟通关系，

走进患者的内心，明确患者的心理状态，观察其情

绪变化，帮助患者了解医院环境，使患者尽快适应，

并取得患者的信任。（2）第二个阶段。耐心倾听患者

的心理诉求，理解患者的痛苦，坚持以患者为中心，

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站在患者的立场上体会患者

的心情，了解患者的需求，并尽可能帮助患者解决

实际问题。鼓励患者敞开心扉表达自己的情绪，通

过多种途径释放负性情绪。（3）第三个阶段。以健康

教育、解释支持为主，向患者说明焦虑、抑郁发病

的主要因素、临床症状表现以及高危因素等，教会

患者正确识别自身以及其他人存在的不良情绪，并

学会通过正确的途径宣泄不良情绪，如通过散步、

打太极转移注意力，指导患者多与他人交流，增加

人际交往，增强与他人的联系，提升自我认同感，

进而增加治疗信心。（4）第 4 个阶段。以心理支持

及鼓励为主。心理治疗师要向患者说明治疗进度及

治疗效果，鼓励患者积极配合治疗，并讲解成功案

例，使患者树立信心。心理治疗为 2 个月，2 次 / 周，

50min/ 次。两组均无脱落患者。

1.�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焦虑（SAS）、抑郁（SDS）

评分、个体和社会功能评分（PSP-CHN）以及治疗

依从性进行综合评价［a］。SAS 评分共包括 20 个条

目，每个条目 4 个选项，量表标准分≥ 50 分表示存

在焦虑情绪；SDS 评分由 20 个条目构成，每个条目

4 个选项，量表标准分≥ 53 表示存在抑郁情绪［b］。

PSP-CHN 评分主要包括 4 个条目，总分为 100 分，

分值越高，患者的个体及社会功能越好［8］。治疗依

从性采用自拟问卷。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的计数资料均用％表示，进行 χ2 检验，计

量资料选择标准差（x±s）表示，采取 t 检验，数据

计算在统计学软件 SPSS18.0 上进行处理，数据之间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示为 P<0.05。

2　结果

2.1　治疗前后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 SAS 评分、

SDS 评分比较

对患者予以随访及焦虑、抑郁状态评估，结果

显示治疗前两组患者 SAS 评分及 SDS 评分差异不大

（P>0.05），统计学无意义；治疗后观察组的 SAS 评

分及 SDS 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统计学有

意义。见表 1。
表1　护理前后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SAS、SDS评分比较（分，

x±s）

组别 例数
   SAS评分   SDS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30 54.15±2.36 34.62±2.53 54.32±8.36 38.67±5.27
对照组 30 53.21±1.26 43.47±1.16 55.72±7.96 51.32±5.25

t 0.275 7.383 1.282 13.632
P >0.05 <0.05 >0.05 <0.05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9 年第 46 卷第 1 期- �6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表2　治疗前后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PSP-CHN评分比较 （分，x±s）

组别 例数 社会中有益活动 个人关系与社会关系 自我照料 扰乱及攻击行为 总分

观察组 30

　　治疗前 2.31±1.13 2.89±1.25 2.62±0.65 4.42±0.83 52.55±13.26

　　治疗后 4.58±1.85* 4.79±0.63* 4.68±0.77* 4.74±0.82 82.53±11.23*

t 6.396 6.803 5.362 0.284 14.385

P <0.05 <0.05 <0.05 >0.05 <0.05

对照组 30

　　治疗前 2.34±1.32 2.85±1.26 2.64±1.04 4.36±0.75 51.04±15.24

　　治疗后 3.62±1.03 3.72±0.73 3.84±0.85 4.68±0.95 71.25±10.24

t 3.424 4.292 3.037 0.362 11.253

P <0.05 <0.05 <0.05 >0.05 <0.05

注：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2.2　治疗前后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 PSP-CHN

评分比较

经过不同方式的治疗，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

社会中有益活动、个人关系与社会关系、自我照

料 PSP-CHN 评分得到明显改善，总分达到（82.53
±11 .23）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5），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对照组患者治疗后 PSP-CHN 评分总分为

（71.25±10.24）分，与治疗前的（51.04±15.24）分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显著低于观察

组（P<0.05），具体见表 2。

2.�　治疗前后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治疗依从性

比较

对患者治疗前后治疗依从性予以问卷调查，结

果显示，治疗前，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治疗依从性

分别为 66.7％、63.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

后观察组患者治疗依从性达到 96.7％，与对照组的

80.0％比较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3　治疗前后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治疗依从性比较（％）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治疗依从性（％）

观察组 30

　　治疗前 12（40.0） 8（26.7） 10（33.3） 20（66.7）

　　治疗后 5（16.7） 1（3.3） 29（96.7）*

χ2 24（80.0）  /  /  15.285

P  /  /  /  <0.05

对照组 30  /

　　治疗前 11（36.7） 8（26.7） 11（36.7） 19（63.3）

　　治疗后 18（60.0） 6（20.0） 6（20.0） 24（80.0）

χ2  /  /  / 6.284

P  /  /  / <0.05

注：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3　讨论

临床研究报道，与单纯老年抑郁患者相比，老

年抑郁和焦虑共病患者抗抑郁药物治疗效果差，部

分患者甚至不见效［9］，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老年抑

郁和焦虑共病患者存在较多躯体主诉，用药期间存

在一系列不良反应，再加上心理焦虑等，容易导致

复发。通常，抗抑郁药物对老年抑郁和焦虑共病患

者起效较慢，少则几十天，多则数月［10］，因此，在

药物治疗基础上还必须对患者辅之以必要的心理治

疗。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对老年抑郁症患者给予

心理治疗及支持，不仅能够促进患者临床症状改善，

而且能够提升患者的社会功能［11］，减少抑郁症的复

发。当前，国内关于老年抑郁和焦虑共病患者的心

理治疗研究较少。

此次研究对观察组老年抑郁和焦虑共病患者实

施心理治疗，其在治疗过程中，结合患者的不同特

点，将治疗分为不同的阶段，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逐渐使患者得到心理支持、放松，增强了临床治疗

效果。观察组患者接受为期 2 个月心理治疗，治疗

后对患者焦虑、抑郁状态予以随访，结果显示患者

的焦虑、抑郁情绪与治疗前比较明显改善，且显著

优于对照组（P<0.05），提示心理治疗能够改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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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性心理状态。在治疗过程中，心理治疗师与患

者互动、交流，并给予心理支持，教会患者通过合

理途径释放自己的情绪，一方面能够缓解患者的心

理压力，消除无助、失落等心理，另一方面在与他

人交流中能够提升自我认同感，增强自信心，提高

了人际交往能力。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治疗

后 PSP-CHN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患者

的治疗依从性达到 96.7％，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说明心理治疗能够改善患者的

个体及社会功能，使患者积极接受治疗，从而增强

疗效。

综上所述，对老年抑郁和焦虑共病患者在传统

药物治疗基础上加用心理治疗，可缓解患者的焦虑、

抑郁情绪，促进患者个体及社会功能的提升，患者

依从性高，可广泛应用于临床。但是，本研究有不

足之处存在，表现在具有较少的研究样本数量、较

短的治疗时间，没有追踪远期疗效，造成研究结果

偏差可能存在，今后临床应该将研究样本数量扩大，

将随访时间延长，进行进一步深入细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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