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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和复发性抑郁症治疗前后认知功能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闫志芳 1 、 谢　雯 2 、 蔡春岚 2 、 郑　爽 2 、 贾仁宝 2 、 王　虎 1

【摘要】目的　探讨首发和复发抑郁症患者抗抑郁药物治疗前后认知功能特点及其与临床症状

严重程度的关系。方法　分别选取 58 例首发和复发患者以及 39 例正常对照，采用 HAMA、HAMD

及 RBANS 分别评定症状的严重程度及认知功能。结果　① 首发组、复发组以及正常对照组三组

在治疗前 RBANS 各因子分及总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首发组及复发组的 RBANS 各因子

及 RBANS 总分均低于正常对照组，首发组各因子及 RBANS 总分均高于复发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② 治疗 8 周后三组间在即刻记忆、注意力、延时记忆及 RBANS 总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 0.05）；首发组及复发组的即刻记忆、延迟记忆及 RBANS 总分均低于正常对照组，首发组的

各因子及 RBANS 总分均高于复发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③治疗前后两组 HAMA 总分、

HAMD 总分、RBANS 各因子分及总分均有显著性改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④ HAMD、

HAMA 部分因子分及总分与 RBANS 部分因子分及总分呈负相关（P< 0.05）。结论　首发和复发抑郁

症患者不仅有情绪症状，也有广泛的认知损害，且复发患者认知损害更严重；抗抑郁药能缓解患者

抑郁症状且能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抑郁症的认知功能损害与症状严重度呈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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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related factor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of first-episode and recurrent 
depression　　YAN Zhifang，XIE Wen，CAI Chunlan，et al.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Anhui 230022，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severity of clinical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and recurrent depression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ith antidepressant drugs. Methods　58 

patients with first and recurrent depression and 39 normal controls were selected，and the severity and cognitive func-

tion of the symptoms were assessed by HAMA，HAMD and RBANS，respectively. Results　① There were signifi-

cant differences in the factors and total scores of RBANS between the first group，the recurrent group and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P<0.05）. The RBANS factors and total RBANS scores of the first-episode group and the relapse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The factors and total RBANS scores of the first-episode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relapse group，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② After 8 weeks of 

treatment，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immediate memory，attention，time-delay memory and RBANS scores 

among the three groups（P<0.05）. The immediate and delayed memory and the total score of RBANS were lower in the 

first and recurrent groups. In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the total scores of the factors and RBANS in the first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recurrence group，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③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the total scores of HAMA，total score of HAMD，scores of RBANS and total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P<0.05）. ④ HAMD and HAMA partial factor scores and total score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RBANS 

partial factor scores and total scores（P<0.05）. Conclusion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and recurrent depression not 

only have emotional symptoms，but also extensive cognitive impairment，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is more se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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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精神科临床常见的一种疾病，多数研

究表明［1-2］，抑郁症患者不仅有情绪症状，还存有显

著的注意力、记忆、执行功能、言语功能等认知功

能的损害。有研究显示［3］，SSRIs 可以通过活化前扣

带回脑神经营养因子受体使突触发生可塑性的改变，

SNRIs 能引起前额叶皮质脑神经营养因子的蛋白和

mRNA 上调，进而改变神经可塑性和神经连接，这

些原理被认为是改善抑郁症认知功能的主要机制。

但抑郁患者在治疗后仍有认知功能损害表现，这不

仅给患者的生活质量带来影响，且自杀死亡率高于

一般人群。因此，对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损伤的评

估与治疗对抑郁症的预后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将

有助于患者更好地恢复社会功能，提高其生活质量。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符合国际疾病和相关健康问题分类

第十版（ICD-10）首发及复发抑郁症诊断标准的抑

郁症患者，处于急性发作期，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24 项）≥ 20 分，年龄 18~55 岁，初中及以

上文化程度，入组前 2 周均未服用抗抑郁药物、抗

精神病药物及其他影响认知功能的药物；知情同意

者。排除标准：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有器质性精神障

碍、精神活性物质等所致精神障碍、严重躯体疾病、

精神发育迟滞、双相障碍抑郁发作以及访谈不能合

作患者。

正常对照组：正常健康人共 39 例，不符合抑郁

障碍的诊断标准，家族无精神疾病史，年龄 18~55
岁，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1.2　施测工具

1.2.1　临床症状的评估　临床症状评估采用汉

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24）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A）。HAMD 包括焦虑 / 躯体化、体重、认识

障碍、日夜变化、阻滞、睡眠障碍、绝望感 7 类因

子。HAMA 包括精神性焦虑、躯体性焦虑 2 类因子。

各量表得分越高，抑郁、焦虑症状越重［4］。

1.2.2 认知功能的评估：重复性成套神经心理状

态测验（RBANS）评估认知功能。RBANS 包括即刻

记忆、视觉广度、言语功能、注意力、延时记忆 5

个因子，每个因子分由所包含条目的原始分通过查

表所得，总分由 5 个因子分值之和查表而得［5］。得

分越低，说明被试的认知功能越差。

1.3　研究设计

采用病例对照进行研究。抑郁症组在治疗 8 周

前后各进行一次 HAMA、HAMD、RBANS 的测定，

正常对照组仅进行一次测定。均单一用药，且两周

内加至治疗量，其中首发组和复发组帕罗西汀分别

为 13 及 11 例，舍曲林为 11 及 10 例，艾司西酞普兰

均为 9 例、度洛西汀均为 6 例，文拉法辛分别为 7 及

6 例，所使用药物的组成无统计学差异（P<0.05）。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资料由双人录入 EpiData3 .0 数据库，采

用 SPSS16.0 软件进行分析，多组间采用方差分析

（ANOVA）检验，若有差异再进行 Bonferroni 检验。

治疗前后采用配对 t 检验。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对

相关性进行分析。各组在男女比例、婚姻情况、年

龄、受教育程度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　结果

2.1　入组情况

选取首发及复发抑郁症各 58 例，其中首发组

12 例（20.69％）患者脱落，共调查 46 例（79.31％），

包括男 22 例，女 24 例；复发组 16 例（27.59％）患

者脱落，共调查 42 例（72.41％），其中男 20 例，女

22 例；正常对照组共 39 名，包括男 19 名，女 20 名。

治疗前首发及复发组患者 HAMA、HAMD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2　三组间认知功能的比较

三组间在即刻记忆、言语功能、注意力、延时

记忆因子及 RBANS 总分方面均有统计学意义的差

异（P<0.05）；两两分析发现首发及复发组 5 个因子

及 RBANS 总分均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P<0.05）；首

发组在 5 个因子及 RBANS 总分均高于复发组，两组

之间在即刻记忆、言语功能、注意力、延时记忆及

RBANS 总分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 3 组即刻记忆、注意力、延时记忆因

子及 RBANS 总分在三组间均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

（P<0.05）；首发及复发组在即刻记忆、延迟记忆及

in patients with relapse；antidepressants can alleviate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improve cognitive function；cognitive 

function of depression The damage is related to the severity of the symptoms.

【Key words】Depressive Disorde / Depressionr；Cognitive Function；Repeatable Battery for The Assessment of 

Neuropsychological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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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ANS 总分方面均低于正常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复发组的注意因子显著低于正常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首发组在 5
个因子及 RBANS 总分方面均高于复发组，两组间在

视觉广度、延迟记忆、RBANS 总分方面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1。

2.3　首发组与复发组治疗前后的比较

首发及复发患者治疗前后两组 HAMA 总分、

HAMD 总分、RBANS 的各因子分及 RBANS 总分均有

显著性改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

表1　治疗前及治疗后首发、复发抑郁症组与对照组三者间认知功能的比较（x±s）

治疗前 首发组 复发组 正常对照组 F P

即刻记忆 80.29±12.88*△ 70.85±13.99* 105.80±15.63 15.91 <0.05

视觉广度 88.29±16.23* 77.33±13.77* 93.60±11.85 3.09 0.09

言语功能 86.40±13.74*△ 83.85±11.65* 99.20±13.37 5.19 0.04

注意力 98.23±12.87*△ 89.30±15.92* 112.20±15.36 6.99 0.02

延迟记忆 86.17±10.83*△ 76.41±15.81* 100.80±13.78 9.42 <0.05

RBANS总分 439.23±36.78*△ 397.74±50.04* 511.60±20.98 18.17 <0.05

治疗后

即刻记忆 98.89±18.34 90.26±13.99* 105.80±15.63 7.26 <0.05

视觉广度 91.26±15.71△ 87.26±13.79 93.60±11.85 1.79 0.91

言语功能 93.51±12.90 88.41±11.07 99.20±13.37 3.78 0.18

注意力 102.63±12.28 99.93±15.05* 112.20±15.36 5.69 <0.05

延迟记忆 91.57±10.42*△ 86.56±13.61* 100.80±13.78 6.45 <0.05

RBANS总分 488.86±38.05*△ 467.41±49.88* 511.60±20.98 11.63 <0.05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P<0.05；△：与复发组比较，P<0.05

表2　治疗前后各量表评分的比较（x±s）

项目
首发组

P
复发组

P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HAMA总分 21.23±7.38* 6.14±1.89 0.01 22.93±7.63 6.29±2.40 <0.05

HAMD总分 35.26±7.54* 8.94±2.24 <0.05 37.85±7.95 9.81±2.15 <0.05

即刻记忆 80.29±12.88 98.89±18.34 0.02 70.85±13.99 90.26±13.99 <0.05

视觉广度 88.29±16.23 91.26±15.71 <0.05 77.33±13.77 87.26±13.79 0.01

言语功能 86.40±13.74 93.51±12.90 <0.05 83.85±11.65 88.41±11.07 <0.05

注意力 98.23±12.87 102.63±12.28 <0.05 89.30±15.92 99.93±15.05 <0.05

延迟记忆 86.17±10.83 91.57±10.42 <0.05 76.41±15.81 86.56±13.61 <0.05

RBANS总分 439.23±36.78 488.86±38.05 <0.05 397.74±50.04 467.41±49.88 <0.05
*：与复发组治疗前比，P<0.05

2.4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

抑郁症患者焦虑 / 躯体化因子、认识障碍、阻

滞、绝望感、HAMD 总分与 RBANS 总分以及各因子

分均呈负相关（P<0.05）。精神性焦虑、躯体性焦虑

各因子以及 HAMA 总分与 RBANS 总分以及各因子

分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P<0.05），见表 3。

3　讨论

本研究对首发和复发抑郁症患者临床症状进行

了分析，结果显示首发及复发抑郁症患者的抑郁总

分有显著差异，复发患者的整体评分高于首发组，

说明复发抑郁症患者比首发患者临床的抑郁症状更

加严重，这与赵琨［6］、徐晔［7］等研究结果一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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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抑郁治疗 8 周后，两组的 HAMA、HAMD 评分均

明显下降，但仍较正常对照组差，提示抗抑郁治疗

后抑郁症状有明显改善，但未恢复至生病前的水平，

这与既往研究相符合［8-9］，再次证实抑郁症患者在经

过抗抑郁药治疗后，其临床症状得到了缓解。

Veiel［10］早在 1997 年对此前相关文献进行荟萃

分析表明抑郁症患者伴随的认知功能损害为脑功能

的全面损害，临床多以执行功能、注意及记忆障碍

常见。本研究结果显示首发和复发抑郁症患者的认

知功能都较正常人群差，并且复发患者认知损害更

严重，分析发现处于急性发作期的抑郁症患者，在

多个认知维度均存在明显的下降，提示抑郁症患者

存在全面性的认知损害，并非只局限于部分认知的

维度。

国内有研究［11］证实 SSRIs 与 SNRIs 不仅能有效

缓解患者的抑郁症状，还能较好地改善认知功能。

苏晖等［8］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在经过治疗后，其临

床症状得到了缓解，但记忆方面的改善要滞后于症

状的恢复。本研究在进行抗抑郁治疗 8 周后发现，

首发和复发患者的临床症状及认知功能有显著改善，

但两者在治疗后其认知功能仍差于正常人。这些结

果均表明首发及复发患者在治疗后仍残留有认知损

伤，且复发患者更严重。杭荣华等［12］认为认知功能

的损害在症状恢复后仍然存在，尤其是老年抑郁症

患者，认知损害可能是抑郁症的残留症状之一。

相关分析发现抑郁症患者抑郁症状与认知功能

呈相关性，抑郁越重，认知功能损伤越严重，这与

之前的研究［1］一致。此外相关分析还提示精神性焦

虑、躯体性焦虑各因子以及 HAMA 总分与 RBANS

总分以及各因子分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说明抑郁

症患者的焦虑症状对其认知功能也有影响。辛立敏

等［13］相关研究结果报告称如果抑郁症患者伴随焦虑

症状的存在，会出现更严重的抑郁症状、更广泛的

认知损害以及更高的自杀风险。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① 样本量较小，且由

于使用的心理测量工具较单一，使得其灵敏度降低，

未能对认知功能进行全面多样的探讨及研究；② 研

究未排除其他药物（如中药等）对认知功能的影响；

③ 未能明确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功能是特质性的还是

状态性的；④ 本研究未对抗抑郁药物进行组间比较，

未能明确不同抗抑郁药物对认知功能及抑郁症状、

焦虑症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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