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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痴呆患者认知障碍程度与抑郁风险的相关性分析

申小龙 、 吴金辉 、 孟　森 、 申小丽 

【摘要】目的　研究老年痴呆患者认知障碍程度与抑郁风险的相关性。方法　纳入 80 例老年痴

呆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记

录患者认知功能状态和抑郁水平，分析认知功能障碍程度与抑郁的关系。结果　80 例患者 HAMD

评分（25.78±8.62）分；评分≥ 20 分者 31 例（38.75％）。MoCA 评分（20.05±7.62）分；评分≥ 26

分（正常组）17 例，评分＜ 26 分者 63 例，其中轻度 38 例，中度 17 例，重度 8 例。不同程度认知

功能障碍患者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及长谷川痴呆量表（HD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四组患者 HAMD 评分差异有统计学统计学意义（P<  0.05）。MoCA 与 HAMD 评分呈显著负相关性

（r=-0.581，P= 0.000）。ROC 分析结果显示 MoCA 评分判断抑郁症的 AUC 为 0.756（β=0.057，95％

CL=0.643-0.868，P= 0.000），敏感度为 0.710，特异度为 0.796，最佳截断值为 22.5 分。结论　老年

痴呆患者认知障碍与抑郁症关系密切，MoCA 评分有助于预测抑郁症的发生。

【关键词】老年痴呆；认知障碍；抑郁症

【中图分类号】R74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19）03-0489-04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risk of depression in senile dementia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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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risk of depression in senile 

dementia patients. Methods　80 elderly patients with dementia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The cognitive function 

status and depression level were recorded by the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scale（MoCA）and the hamilton de-

pression scale（HAMD），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gree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depression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 HAMD scores of 80 patients were（25.78±8.62）points，there were 31 cases，which the scores of 

patients were ≥ 20 points. The MoCA scores were（20.05±7.62），the scores over 26 points were 17 cases（normal 

group）. There were 63 cases with the scores over 26 points，there were 38 cases of light，17 cases of moderate and 8 

cases of severe.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nder，age，education level and the hastgawa dementia scale

（HDS）score among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cognitive impairment（P>0.05）. Ther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

cant difference of HAMD scores between the four groups（P<0.05）. There was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MoCA and HAMD score（r=-0.581，P=0.000）. The results of ROC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UC was 0.756（β=0.057，

95％ CL=0.643-0.868，P=0.000），the sensitivity was 0.710 and the specificity was 0.796，the best truncation value 

was 22.5 points. Conclusion　There was closely relevance between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senile dementia. The MoCA score can help to predict the occurrence of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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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痴呆是老年科常见的神经系统功能退行性

疾病，造成患者智力下降、认知功能障碍及交流困

难，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抑郁症也是老年期常

见病，且与老年痴呆有记忆力减退、执行能力降低

等相似的临床症状［1］，目前临床对抑郁症的发病机

制尚未完全阐明，有学者提出老年痴呆与老年抑郁

症可能存在相同的病理基础［2］，但也有 Meta 分析认

为轻度认知障碍与老年抑郁症并不具有相关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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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纳入本院 80 例老年痴呆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进一步分析老年痴呆患者中认知功能障碍与抑郁症

的关系，为临床提供参考。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 2014 年 9 月 ~2017 年 9 月本院 80 例老年痴

呆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符合美国精

神病语言障碍和卒中研究所推荐诊断标准［4］；（2）均

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既往有其他神经

系统疾病者；（2）合并有恶性肿瘤者；（3）既往有颅

脑外伤病史或有颅内器质性病变者。80 例患者中男

45 例，女 35 例；年龄（70.81±5.69）岁；文化程度：

本科及以上 13 例，高中 17 例，初中 30 例，小学 20
例；长谷川痴呆量表（hastgawa dementia scale，HDS）

评分为（17.05±3.83）分。

1.2　研究方法

在 患 者 入 院 时 分 别 采 用 汉 密 尔 顿 抑 郁 量 表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和蒙特利尔认

知评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

记录 80 例患者认知障碍和抑郁水平。HAMD 包括抑

郁情绪、有罪感、自杀、入睡困难、睡眠不深、工

作和兴趣、阻滞、激越、精神性焦虑、躯体性焦虑、

胃肠道症状、全身症状、性症状、疑病、体重减轻、

自知力共 17 项［5］，每项按 Likert 5 级 0~4 分评分法计

分，得分越高，抑郁越严重。抑郁症诊断标准：①

参照第 3 版《CCMD-3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

准》推荐标准［6］，② HAMD 评分≥ 20 分为有抑郁症。

MoCA 包括执行能力、记忆力、语言能力、注意和集

中、抽象思维、计算和定向力及视结构技能共 8 个

维度，11 个检查项目，评分范围 0~30 分，以得分

＜ 26 分为有认知障碍［7］，根据严重程度分级：轻度：

21 分≤评分＜ 26 分，中度：14 分≤评分＜ 21 分；重

度：评分＜ 14 分。由护理人员向患者或家属发放问

卷调查表，所有问答条目和检查项目由护理人员向

患者解释，由患者独立回答或询问家属，获得答案

后由患者或家属填写问卷表，并计分。依据 MoCA

得分结果，将患者分为正常组（MoCA 评分≥ 26 分）、

轻度组、中度组及重度组，比较四组患者基本资料

及 HAMD 评分，分析 MoCA 与 HAMD 评分的关系，

分析 MoCA 评分预测抑郁症的价值。

1.3　统计学方法

选用 SPSS 19.0 软件包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x
±s）表示，多组间比较行 F 检验，计数资料以（％）

表示，组间比较行 χ2 检验，相关性采用直线线性

分析，MoCA 预测抑郁症的价值采用受试者工作曲线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分析，以曲线

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表示，以 AUC ＞

0.75 为有预测价值，以 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80 例患者认知功能和抑郁水平

80 例患者 HAMD 评分（25.78±8.62）分，参

照 CCMD-3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抑郁

症 31 例，占 38.75％，HAMD 评分≥ 20 分。MoCA

评分（20.05±7.62）分；评分＜ 26 分者 63 例，占

78.75％，其中轻度认知障碍 38 例，在认知障碍患

者中占 60.32％（38/63），中度 17 例，占 26.98％

（17/63），重度 8 例，占 12.70％（8/63）。

2.2　四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

不同程度认知功能障碍的老年痴呆患者性别、

年龄、文化程度及 HDS 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0.05），见表 1。
表1　四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

组别
性别

年龄/岁
文化程度

HDS评分/分
男 女 本科及以上高中 初中 小学

正常组（17） 10 7 68.95±3.24 3 3 7 4 15.84±3.25

轻度组（38） 20 18 70.02±4.17 5 12 15 6 17.86±4.07

中度组（17） 12 5 69.13±3.85 4 2 5 6 16.62±3.93

重度组（8） 3 5 70.21±4.06 1 0 3 4 18.02±3.15

χ2/F 2.811 0.448 9.721 1.362

P 0.422 0.720 0.374 0.261

2.3　不同程度认知障碍患者 HAMD 比较

正常组患者 HAMD 评分（9.71±4.59）分，轻度

组患者 HAMD 评分（12.56±7.68）分；中度组患者

HAMD 评分（19.45±4.37）分，重度组患者 HAMD 评

分（23.08±5.64）分。四组患者 HAMD 评分差异有统

计学统计学意义（F=12.788，P=0.000），见图 1。

2.4　MoCA 评分与抑郁症关系分析

80例患者 MoCA 评分与 HAMD 评分呈显著负相关

性（r=-0.581，P=0.000）。以 MoCA 评分为检验变量，

以是否发生抑郁症为状态变量，绘制 ROC 曲线，结果

显示 MoCA 评分判断抑郁症的 AUC 为 0.756（β=0.057，

95％CL=0.643~0.868，P=0.000），敏感度为 0.710，特

异度为 0.796，最佳截断值为 22.50分，见图 2。

3　讨论

记忆和认知功能退化是正常衰老的表现，但如

果表现出智力下降和性格改变等病理性症状时，就

要警惕老年痴呆的发生。目前，临床多认为老年痴

呆可能与凝聚态 Aβ沉积和神经元丢失有关［8-9］，老

年痴呆引起的认知功能进一步退化，严重影响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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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质量，并可能导致抑郁症等其他疾病，使患者

有自杀、暴力倾向，危及生命安全。因而了解老年

痴呆患者认知功能障碍与抑郁症的关系，提前采取

防治措施十分必要。

MoCA 量表根据脑血管病斑片状认知障碍的病

理基础，设计题目更有针对性，且操作简便，因而

其敏感度和特异度达 100％和 95％［10］。本研究采用

这一量表，纳入 80 例老年痴呆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发现 78.75％的患者有认知功能障碍，且不同程度认

知障碍患者 HAMD 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多

数老年痴呆患者伴有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损害，且

认知功能的损害可能与患者抑郁水平相关。本研究

进一步分析 HAMD 与 MoCA 的关系发现二者具有负

相关性，说明随着认知功能的退化，患者的抑郁症

状逐渐加重。而随着抑郁程度的发展，患者执行和

记忆功能逐渐降低，张振清等［11］研究也证实随着

HAMD 评分增加，患者 P300 电位 N2、P3 潜伏期逐

渐延长，而 P3 波幅下降，说明随着抑郁症的加重，

认知功能障碍也越严重，与本文结果一致。

认知功能障碍多因额叶和颞叶损伤［12］，进而表

现为记忆和执行能力下降，智力衰退，造成思维和

行为迟缓，从而进一步加重患者抑郁程度，并加快

老年痴呆的病理进程。王月菊等［13］明确指出，认知

障碍与抑郁存在交互作用，将显著加重老年痴呆的

病情。本研究利用 ROC 分析 MoCA 判断抑郁症风险

的价值，发现 AUC 为 0.756，最佳截断值为 22.50
分，提示 MoCA 用于预测抑郁症的发生具有可行性，

当 MoCA 评分低于 22.5 分时，抑郁症风险将显著增

加，而对于 MoCA 评分大于 22.5 分的轻度认知功能

障碍患者，其 MoCA 评分可能与抑郁症的发生无明

显关系，曾令烽等［14］也认为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

与抑郁症无显著相关性，与本文报道相符。但 MoCA

判断抑郁症的特异度较低，可能是因老年患者基础

疾病较多，可能存在其他颅内器质性疾病。另外，

正常老年人脑功能的衰退也可能造成 MoCA 评分降

低［15］，从而影响 MoCA 的特异度。此外，抑郁症的

发生还与患者性格特点、社会环境及应激反应状态

等因素有关［16］，本研究未能对上述因素进行多因素

分析，因而患者认知功能是否是抑郁症发生的独立

危险因素还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分析。

综上，老年痴呆患者认知功能障碍与抑郁程度具

有显著相关性，MoCA 评分有助于预测抑郁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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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帕利哌酮属于第二代抗精神病药，常常用于治

疗脑外伤所致攻击行为 ［5］。口服帕利哌酮的生物利用

度、达峰时间分别为 28％、24h［6］，具有稳定、持续

的抗精神病效果，同时不良反应较少。但是，帕利

哌酮缺乏良好的镇静效果，单一用药很难有效控制

精神障碍攻击行为［7］。丙戊酸钠属于一种经典丙戊

酸制剂，具有稳定的效果、低廉的价格，因此广泛

应用于临床，是一种非镇静性抗惊厥药物，能够从

血脑脊液屏障通过，进而提升脑内抑制性神经递质

GABA 浓度，对谷氨酸脱氢酶进行活化，进一步提升

脑内抑制性神经递质 GABA，而 GABA 能够对脑外伤

的异常发电进行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冲动情绪

及行为［8］。丙戊酸钠单独使用不抑制神经系统 ［9］。

本研究发现：两组患者治疗后的 MOAS 评分

均显著低于治疗前（P<0.05）；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MOAS 评分之间的差异不显著（P>0.05），治疗后

联合治疗组患者的 MOAS 评分显著低于单独治疗

组（P<0 .05）。联合治疗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

90.0％（27/30）显著高于单独治疗组 73.3％（22/30）
（P<0.05）。两组患者服药期间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20.0％（6/30）、23.3％（7/30）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P>0.05），和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10］。总之，帕利

哌酮联合丙戊酸钠治疗脑外伤所致攻击行为具有确

切的疗效，能够有效控制患者的攻击行为，同时具

有较少的不良反应。但是必须指出，影响脑外伤患

者攻击行为的因素很多，包括脑损害的部位、康复

情况等，本研究无法完全排除上述因素的影响，所

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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