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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重度晚发抑郁症患者的神经认知功能损害分析

赵会芬 、 翟　盈 、 耿小雨

【摘要】目的　探讨中重度晚发抑郁症患者神经认知功能损害的特征。方法  选取 2017 年 2 月至

2019 年 2 月我院收治的中重度晚发抑郁症患者 50 例作为观察组，采用重复性成套神经心理状态测

验（RBANS）、词语流畅性测验（VFT）、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CST）对神经认知功能损害情况

予以评定，与同期收治的对照组 50 名健康体检者进行比较。采用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17）评估

观察组抑郁严重程度，并分析它与认知损害的关系。结果　在 RBANS 测验中，观察组晚期抑郁症

患者即刻记忆、延时记忆、视觉广度、注意力、言语能力各维度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 0.05）；观察组 VFT 测验评分经评定低于对照组（P< 0.05）；在 WCST 测验中，两组完成分

类数、完成第一分类所需应答数评分无差异（P> 0.05），观察组错误应答数、持续性错误百分数、持

续性错误数、持续性应答数评分均高于对照组，概念化水平应答百分数评分高于对照组，P< 0.05）；

Spearman 相关分析发现 RBANS 测验中的即刻记忆、延时记忆、视觉广度、注意力、言语能力各维

度均与 HAMD-17 评分具正相关（r= 0.39，0.42，0.45，0.38，0.40，P< 0.05）；VFT 和 WCST 测验中

的持续性应答因子与 HAMD-17 评分呈负相关（r= -0.43，-0.51，P< 0.05）。结论　中重度晚发抑郁

症患者容易出现神经认知功能损害，认知功能损害与抑郁程度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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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rocognitive impairment in patien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late-onset depression 
　　ZHAO Huifen，ZHAI Ying，GENG Xiaoyu.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
ogy Fifth Affiliated Hospital，Luoyang 47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urocognitive impairment in moderate or severe late-onset 

depression patients. Methods  50 moderate or severe patients with late-onset depression were selected as observation group 

from February 2017 to February 2019. The control group consisted of 50 health examinees. The neurocognitive impairment 

was assessed by repetitive neuropsychological state test（RBANS），verbal fluency test（VFT）and Wisconsin Card Sort-

ing Test（WCST）.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17）was used to assess the severity of advanced depress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sults  In the RBANS test，the scores of immediate memory，delayed memory，visual span，atten-

tion and speech abilit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cores of VFT 

tes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In the WCST test，the scores of error 

response，persistent error percentages，persistent error percentages and persistent response percentages in the observa-

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scores of conceptual level response percentag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dimensions of immediate memory，

delayed memory，visual span，attention and speech ability in RBANS test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HAMD-17 score

（r=0.39，0.42，0.45，0.38，0.40，P<0.05）. The persistent response factors in VFT and WCST test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HAMD-17 score（r=-0.40，P<0.05）. Conclusion The moderate or severe patients with late-onset de-

pression had neurocognitive impairment. Cognitive impairm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gree of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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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功能是人脑对信息精准提取、有效加工并

系列储存的能力，包括信息处理速度、执行能力、

言语流畅性、学习、注意力等，是大脑功能的外在

体现［1-2］。晚发抑郁症指 60 岁以后首次发生的抑郁

障碍，多缺乏特异性表现，但常有认知功能损害伴

发［3-4］。本次研究评估中重度晚发抑郁症患者的神经

认知功能情况。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2 月至 2019 年 2 月我院收治的中重

度晚发抑郁症并发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 50 例，设为

观察组，其中男 23 例，女 27 例，年龄介于 60～75
岁之间，平均（69.2±4.3）岁。纳入标准：1）首发年

龄≧ 60 岁；2）HAMD-17 ≧ 17 分；3）患者或家属均

自愿签署本次实验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合并

严重躯体疾病者；2）合并脑器质性疾病者；3）遵医

依从性欠佳者。同期选取 50 名健康体检者，设为

对照组，男 25 例，女 25 例，年龄 60～79 岁，平均

（69.5±4.1）岁。纳入标准：对本次实验内容、目的

理解，并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有精神科

药物服用史及合并精神科疾病者。组间性别、年龄

资料具均衡可比性（P>0.05）。

1.2　方法应用

RBANS 测验量表、VFT 测验量表、WCST 测

验量表，对两组认知功能障碍情况进行评估。采

用 HAMD-17 量表，明确观察组抑郁程度。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法对各评分与病情程度间的相关

性展开分析。

1.3　评定标准

（1）RBANS 测验：其为对认知进行全面检查的

工具，包括 5 个因子共 12 个条目，即刻记忆含条目

2 个，为故事复述、词汇学习；延时记忆含条目 4 个，

为图形回忆、词汇回忆、故事回忆、词汇再编；视觉

广度含条目 2 个，为线条定位和图形临摹；注意含条

目 2 个，为编码测验和数字广度；言语功能含条目 2
个，为语言流畅性和含图画命名。各项因子得分均

为查询所含条目对应的原始分获得。分值越低，损

伤程度越严重。（2）VFT 测验：此量表为词语流畅性

测试，鼓励在规定时间内，将相关词汇尽可能快的

表达出，统计口头回答的个数，对应相应分值，分

值越高，认知功能障碍越理想。（3）WCST 测验量

表：此量表包括完成分类数、完成第一分类所需应答

数、错误应答数、持续性错误百分数、持续性错误

数、持续性应答数、概念化水平应答百分数，对外

在条件变化时，认知策略发生转换的能力。（4）抑郁

程度：应用 HAMD-17 量表，对观察组患者抑郁程度

进行评估，此量表总分≦ 7 分时，为无抑郁症状；介

于 8-17 分之间时，为轻度；18-24 分之间时，为中

度；≧ 25 分，为重度。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2.0 展开统计学处理工作，组间计

量数据各测验评分采用（x±s）表示，施以 t 检验，

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

法分析神经认知功能评分与抑郁程度相关性。

2　结果

2.1　两组 RBANS 测验结果比较

在 RBANS 测验中，观察组晚期抑郁症患者即

刻记忆、延时记忆、视觉广度、注意力、言语能力

各维度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表1　两组RBANS测验结果比较（x±s，分）

组别 n 即刻记忆 延时记忆 视觉广度 注意力 言语能力

观察组 50 80.9±12.3 91.2±13.3 103.8±11.3 106.4±11.9 92.4±11.5

对照组 50 84.2±13.6 96.6±10.2 108.2±13.5 116.3±12.7 96.2±12.4

t - 1.273 2.278 1.767 4.022 1.588

P - 0.206 0.025 0.080 0.000 0.115

2.2　两组 VFT 测验结果比较

观察组 VFT 测验评分经评定低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两组VFT测验结果比较（x±s，分）

组别 n VFT

观察组 50 10.3±2.1

对照组 50 11.3±2.5

T - 2.166

P - 0.033

2.3　两组 WCST 测验结果比较

在 WCST 测验中，两组完成分类数、完成第一分

类所需应答数评分无差异（P>0.05），观察组错误应

答数、持续性错误百分数、持续性错误数、持续性应

答数评分均高于对照组，概念化水平应答百分数评分

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2.4　观察组 HAMD-17 评分比较

观察组晚发抑郁症患者中，重度患者 HAMD-17
经评定明显高于中度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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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WCST测验结果比较（x±s，分）

指标
观察组

（n=30）
对照组

（n=30） t P

完成分类数 1.92±0.54 1.89±0.45 0.302 0.764

完成第一分类所需应答数 27.6±3.0 26.7±2.2 1.711 0.090

错误应答数 71.1±20.6 38.4±15.2 11.794 0.000

持续性错误百分数 37.5±10.4 20.3±10.7 8.151 0.000

持续性错误数 36.8±20.1 23.4±16.5 3.644 0.000

持续性应答数 43.2±27.9 27.8±19.2 3.215 0.002

概念化水平应答百分数 54.2±25.6 36.7±23.2 3.582 0.001

表4　观察组不同病情抑郁症HAMD-17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HAMD-17

中度 27 22.6±1.3

重度 23 26.8±1.7

T - 13.877

P - 0.000

2.4　相关性分析

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法对各评分与病情程

度间的相关性展开分析，得出 RBANS 测验中的即

刻记忆、延时记忆、视觉广度、注意力、言语能

力各维度均与 HAMD-17 评分具正相关（r=0.39，

0.42，0.45，0.38，0.40，P<0.05）；VFT 和 WCST 测

验中的持续性应答因子与 HAMD-17 评分呈负相关

（r= -0.43，-0.51，P<0.05）。

3　讨论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剧，晚发抑郁症患

者逐渐增多，他们往往有明显的认知功能障碍，严

重影响生活［5-6］。可能的原因包括：应激调节失衡导

致下丘脑 - 肾上腺 - 皮质醇功能紊乱，最终诱导海

马萎缩；同时，老年人受大脑退行性病变、机体功

能下降等诸多生理因素影响，极易出现认知功能障

碍［7-8］。国内外研究表明首发抑郁症者就有认知功能

损害，且抑郁缓解后，认知损害仍未完全消失，故

认为认知功能损害为独立于抑郁症的一种症状 ［9-10］。

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晚期抑郁症患者即刻记忆、

延时记忆、视觉广度、注意力、言语能力各维度评

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同时，各项维度与晚发抑郁症病情程度存正相关性。

病情严重时，即刻记忆故事重复、词汇学习；言语功

能中语言流畅性、图画命名；视觉广度中线条定位、

图形临摹；注意力中编码测验、数字广度；延时记忆

中图形回忆、词汇回忆、故事回忆、词汇再识等均

受到程度不等损害。与宋煜青［11］研究结果一致。在

WCST 测验中，观察组错误应答数、持续性错误百分

数、持续性错误数、持续性应答数评分均高于对照

组，概念化水平应答百分数评分高于对照组。表明

晚发抑郁症患者存在多种认知功能的损害［12-13］。

本研究还发现：VFT 和 WCST 测验中的持续性

应答因子与 HAMD-17 评分呈负相关。说明神经心

理学测验分值与 HAMD 分值之间存在相关性，既往

分析抑郁严重程度和神经功能损害之间关系的研究

结果并不完全一致。有报道指出，重度患者，精神

运动功能受损更为严重，所表现出的认知损害程度

也更严重，可能是抑郁症状自身影响认知功能的一

种表现。故临床在对中重度晚发抑郁症患者治疗时，

需对定势转移、注意抑制、工作记忆等神经心理学

测验评分予以评估，以了解有无认知功能损害的情

况存在［14-15］。

综上，本研究说明中重度晚发抑郁症患者易合

并神经认知功能损害，认知功能损害与抑郁程度之

间密切相关。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样本来源也较

为单一，所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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