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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患者情绪与情绪词注意偏向相关分析

赵长印 、 张　君 、 邹丽婷 、 田　晔

【摘要】 目的　探讨慢性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患者情绪与注意偏向相关性。 

方法　将 80 例 PD 患者及 80 例健康对照者（health controls，HC）作为研究对象；所有被试的情绪

状况水平采用焦虑症状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和抑郁症状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进行评估；注意偏向评估采用中文情绪词 stroop 测试进行评估。 结果　PD 组在

SDS 得分方面高于 HC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0.60±10.30）分 vs（44.11±12.14）分，t = -3.645，

P< 0.001］；PD 组在负性词的反应时高于 HC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1698.71±199.86）ms，

（1625.95±241.64）ms；t = -2.076，P= 0.040］；PD 患者对负性词反应时与 SDS 量表得分呈正相关

（r=0.241，P= 0.031）。 结论　PD 患者存在情绪和对注意偏向方面的异常，抑郁情况与对负性词的注

意偏向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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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emotions and attentional bias to emotional words in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ZHAO Changyin，ZHANG Jun，ZOU Liping，et al.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Fourth 
People's Hospital in Liaocheng，Liaocheng 252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emotions and attentional bias to emotional words 

in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Methods　A total of 80 PD patients were compared with matched 80 health con-

trols（HC）. Emotions of all the subjects were assessed by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Self-Rating Depres-

sion Scale（SDS）；that assessed the Attentional bias of all the subjects were assessed by Chinese Emotional Stroop 

Task. Results　The score of SDS in PD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e HC group［（50.60±10.30）score vs（44.11±

12.14）score，t = -3.645，P<0.001］. The comparison between PD group and HC group on the reaction time of 

negative-related words were significant［（1698.71±199.86）ms，（1625.95±241.64）ms respectively；t = -2.076，

P=0.040］；Response time to negative word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DS score in PD patients（r=0.241，

P=0.031）. Conclusion　The studies suggest prevalence of emotions and attentional bias problems in PD patients，

Depress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attention to negative-related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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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患者往往

出现包括焦虑、抑郁在内的一系列精神症状［1］。注

意被认为是认知过程的第一步，也是外界刺激被个

体加工的首要环节。认知因素特别是认知偏向（对

负性刺激的加工偏向）是抑郁症状产生、持续和发

展的重要原因之一［2］。本次研究采用焦虑症状自评

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和抑郁症状自

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进行评估；

注意偏向评估采用中文情绪词 stroop 测试；探讨慢性

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患者情绪与注意

偏向相关性。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PD 组：2016 年 7 月 ~2017 年 7 月在我院康复科、

［作者工作单位］山东省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聊城，252000）。

［第一作者简介］赵长印（1976.09-），男，山东聊城人，本科，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认知领域。

［通讯作者］赵长印（Email：Lczcy0724@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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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科治疗的 PD 患者。共收集 PD 患者 80 例，男

59 例，女 21 例，年龄 60~73 岁，平均（66.61±3.74）
岁，受教育时间（9.15±3.58）年，婚姻：已婚 68 例，

离异 9 例，丧偶 3 例。PD 入组标准：（1）PD 的诊断

均由我院主任医师按照诊断标准诊断；（2）采用改

良 Hoehn-Yahr 分级量表为 3 级以内的 PD 患者；（3）
排除严重躯体疾病及精神疾病；（4）智力正常，简

易精神状态检查（MMSE）≥ 24 分。

健康对照组（HC）来自我院附近社区，共 80 名，

其中男 56 例，女 24 例，年龄 60~73 岁，平均（66.75
±3.64）岁，受教育时间（8.83±4.17）年，婚姻：已

婚 67 例，离异 8 例，丧偶 5 例。入组标准：（1）志

愿参加本研究；（2）排除严重躯体疾病及精神疾病；

（3）智力正常，简易精神状态检查（MMSE）≥ 24
分。本研究取得所有患者的知情同意。

1.2　方法

1.2.1　测评工具　（1）一般情况调查表：收集

一般人口学资料（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情况）。

（2）Hoehn-Yahr 分级量表和 MMSE 量表在实验前进

行病情和智力筛查，排除不符合试验标准的被试。

1.2.2　心理状况评估　焦虑自评量表（SAS）［3］，

该量表共 20 个选项，采用“从不”，“偶尔”，“经常”，

“总是”四个选项，采用 0~4 四级评分，取标准分大

于 50 分为有焦虑情绪。抑郁自评量表（SDS）［3］，采

用“从不、偶尔、经常、总是”四个选项，采用 0~4
四级评分，取标准分大于 50 分为有抑郁情绪。

1.2.3　采用中文情绪词 Stroop 任务［4］　使用

E-prime 软件编程。实验在安静的环境进行，被试

端坐于电脑屏幕前 50cm 处，测验时屏幕中央先出现

“+”。1s 钟后，屏幕中央呈现刺激词汇，被试则按

相应的键。这一过程完成后，屏幕变成空白，“+”字

符再次呈现。整个测验共分 2 组，每组中性词（不带

任何感情意义的词汇，如电视、冰箱、报纸）、负性

词（消极意义的，如死亡、葬礼、溺水）和正性词（积

极意义的词汇，如康复、痊愈、高兴）各 30 个，每

个词组均以红、黄、蓝、绿，四种颜色随机出现一次，

2 组中间可适当休息。数字键 1，2，3，4 分别代表

红、黄、蓝、绿；实验要求被试即快又准确地用按键

反映出所呈现测词的颜色。正式测验前有一个练习，

直到被试完全理解实验要求和正确操作为止。实验

中电脑自动记录反应时和错误数。

1.3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取 SPSS19 .0 处理，2 组间定量资料采

用 x±s 表示，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2 组间计

数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数据间相关性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取双侧概率检验，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PD 组与 HC 组一般情况的比较

两组在年龄（ t =0 .235，P=0 .814），受教育

年限（t = -0.529，P=0.598），性别（χ2=0.278，

P=0.598），婚姻（χ2=0.566，P=0.753）等方面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两组被试在一般人口学资料方面

完全匹配，具有可比性。

2.2　PD 组与 HC 组情绪状态比较

P D 组 在 S A S 量 表 得 分 与 H C 组 差 异 无 统 计

学意义［46.64±10.03）分 vs（44.84±10.89）分，

t = -1.087，P=0.279］；PD 组在 SDS 量表得分大于

HC 组［（50.60±10.30）分 vs（44.11±12.14）分，

t = -3.645，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3　PD 组与 HC 组注意偏向比较

在情绪词 stroop 任务测试中，PD 组仅在负性词

的反应时高于 HC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表1　PD组与HC组注意偏向比较（x±s）

组别 例数
中性词 正性词 负性词

反应时（ms） 错误数（个） 反应时（ms） 错误数（个） 反应时（ms） 错误数（个）

HC组 80 1460.81±240.80 3.54±1.93 1564.05±262.13 3.68±2.42 1625.95±241.64 3.10±2.83

PD组 80 1461.94±254.80 3.60±2.16 1523.50±345.10 3.51±2.29 1698.71±199.86 3.18±2.57

t值 -0.026 -0.193 0.837 0.437 -2.076 -0.176

P值 0.979 0.847 0.404 0.663 0.040 0.861

2.4　PD 组情绪状态与注意偏向相关性分析

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PD 患者对负性词反应时与

SDS 量表得分呈正相关（r=0.241，P=0.031），见表 2。

3　讨论

宋月平等［5］对 134 例帕金森病患者采用汉密尔

顿抑郁量表评定患者的抑郁状况研究显示抑郁者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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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约占总人数的 56.7％。李桂花等［6］选择 130 例 PD

患者（汉族 80 例，维族 50 例）和 80 例健康成人，

采用临床症状评定量表及 Hoehn-Yahn 评分、广泛性

焦虑量表 -7 项和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 -9 项，研

究发现维吾尔族 PD、汉族 PD 患者与 HC 组焦虑发

生率分别为 60.00％、56.25％和 6.25％；维吾尔族

PD 组、汉族 PD 组分别与 HC 组在焦虑抑郁发生率

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维吾尔、汉族 PD

患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本次研究中我们选取

改良 Hoehn-Yahr 分级量表为 3 级以内，简易精神状

态检查（MMSE）≥ 24 分的 PD 患者，研究发现 PD

组 SDS 得分高于 HC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0.60
±10 .30）分 vs（44 .11±12 .14）分，t = -3 .645，

P<0.001］，研究提示 PD 患者抑郁情绪较明显，PD

患者存在心理健康问题。与上述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注意是认知功能的起点，是心理活动或意识对

一定对象的指向与聚焦，其基本功能是对信息进行选

择，研究证实丘脑多巴胺活性减退会造成注意转换障

碍，导致注意聚焦功能的下降［7］。本次研究中，PD 组

仅在情绪词 stroop 测试中的负性词的反应时高于 HC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1698.71±199.86）

ms，（1625.95±241.64）ms；t=-2.076，P=0.040］，研究

提示 PD 患者对负性情绪具有明显注意偏向；国外研

究显示 PD 患者在情绪测试研究中对恐惧、抑郁、沮

丧、气愤等负性情绪具有明显的损伤，PD 患者在情绪

的识别、处理方面可能要差于一般人［8］。Yuvaraj 等［9］

研究显示，在情绪转换过程中，PD 患者在脑区θ、α、

β、γ频段一致性方面明显差于健康对照组，研究表

明，PD 患者可能有脑半球功能连接的损伤。结合本次

试验我们认为注意偏向的产生与中枢系统异常密切相

关。本次研究中 PD 患者对负性词反应时与 SDS 量表

得分呈正相关（r=0.241，P=0.031），说明情绪状态越

差，完成负性词汇实验任务需要的时间更长，提示 PD

患者抑郁情况与对负性词的注意偏向密切相关。

目前有关 PD 患者注意方面的研究较少，注意功

能障碍会直接影响学习能力、运动能力和执行能力［7］。

研究显示 PD 患者存在认知功能的异常［10］，可能是由

于 PD 患者对于信息的注意偏向引起。这种加工异常，

可能与 PD 患者负性情绪密切相关。本次研究中 PD

组均服用多巴胺替代药物或多巴胺受体激动剂，但既

往动物实验研究显示多巴胺类药物对于 PD 小鼠注意

认知功能缺陷的改善并不显著［11］。今后可进一步开展

各种研究，关注 PD 患者情绪对健康的印象［12］，并且

排除药物可能对 PD 患者情绪及注意偏向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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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PD组情绪状态与注意偏向相关性分析（r 值）

Pearson系数
中性词 正性词 负性词

反应时 错误数 反应时 错误数 反应时 错误数

SAS -0.004 -0.122 0.065 -0.189 0.150 -0.044

P 值 0.969 0.280 0.568 0.093 0.185 0.697

SDS 0.129 0.198 -0.014 -0.099 0.241 -0.100

P 值 0.253 0.078 0.902 0.384 0.031 0.3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