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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行为治疗对老年抑郁症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李英英 、 卢国强 、 沈全荣 、 陶冬芳

【摘要】目的　研究老年抑郁症患者采用认知行为治疗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期间在我院就诊的 106 例老年抑郁症患者作为观察对象，对照组（n=53）实施

常规药物治疗；研究组（n=53）采用药物治疗 + 认知行为治疗，评价临床效果。结果　（1）研究组与

对照组的治疗临床疗效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2）研究组 HAMD-17 评分、SDSS 评分与

DSS 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3）研究组的躯体功能、心理功能

与社会功能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并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认知行为治疗能够有

效改善老年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其生活质量，具备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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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on quality of life for geriatric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LI Yingying，LU Guoqiang，SHEN Quanrong，et al. Shanghai Qingpu Mental Heath Center，Shanghai 20172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n quality of life for geriatric depression treated with cognitive be-

havioral therapy. Methods　A total number of 106 geriatric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coming to our departm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January 2018 to December 2019 were divided into anexperimental group treated with medication an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and a control group received medication treatment only，with 53 patients in each group. Clinical per-

formances were evaluated. Results　（1）Significant treatment effect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P<0.05）. （2）The scores of HAMD-17，SDSS and DS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all lower than 

scores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3）The scores of physical function，psychological function and social functio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ould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life quality of geriatric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Key words】Geriatric depression；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Duloxetine；Sertraline；Life quality

WHO 报道称［1］：全球范围内已有超过 3 亿例的

抑郁症患者，在精神疾病中，抑郁症已经成为致残

率、致死率最高的一种。抑郁症指的是持续≥ 2 周

的悲伤、无助、自责、自卑、忧郁情绪，同时伴有

一系列的躯体症状与情绪变化。老年抑郁症指的是

首次发病的年龄＞ 60 岁的群体，主要表现为持续的

情绪低落。数据显示［2］：在老年群体中，重度抑郁症

的发病率约为 0.9％～9.4％，在养老院中，这一数

据上升至 14％～42％。可见，抑郁症已经成为损害

老年人身心健康、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由于老年

人机体功能衰退、记忆力下降，通常合并一种或多

种慢性基础性疾病，所以常规的抗抑郁药物很难获

得满意疗效，而且容易引起各种不良反应，患者的

依从性较差。近年来，围绕老年抑郁症患者的生理、

心理特点提出的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ies，CBT）逐渐受到临床重视。本研究以 106
例老年抑郁症作为观察对象，研究了 CBT 对老年抑

郁症患者的临床疗效，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基金项目］青浦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课题（编号：W2018-27）。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市青浦区精神卫生中心（上海，201721）。

［第一作者简介］李英英（1979.05-），女，上海人，本科，主治医师，研究方向：老年人精神病学。

［通讯作者］卢国强（Email：415856937@qq.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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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本次研究的 106 例老年抑郁症患者的入组

时间是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所有患者均符

合以下纳入标准：①国际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

十版（ICD-10）中提到的抑郁症诊断标准［3］。②年龄

＞ 60 岁，首次发病。③半年内有家属照料。④患者

及其家属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剔除以下患者：①酒

精、药物依赖。②严重躯体性疾病。③依从性差。

④合并其他精神疾病、认知功能障碍、痴呆。⑤入

组前接受过或正在接受相关治疗。⑥对研究药物过

敏。遵循随机原则对患者进行分组，分为对照组与

研究组，每组 53 人。

1.2　方法

对照组：口服舍曲林（国药准字 H10980141），

初始剂量 50mg/ 次，根据患者的病情与耐受情况循

序渐进的将剂量增加至 100mg/ 次，早餐后服用，1
次 /d。口服度洛西汀（国药准字 H20061261），初始

剂量 30mg/ 次，7d 内将剂量调整至 60mg/ 次，早餐

后服用，1 次 /d。

研究组采用药物治疗 +CBT：药物治疗方案与对

照组一致，CBT：每周一次，每次 60 分钟，共 8 周，

将患者的个人习惯与适应不良的认知模式作为重点，

构建 CBT 的思维方式，由三方面组成，分别是自动

思维、核心信念、中间信念［4］。整合患者的系统资

源，构建完善的治疗联盟，提高患者的合作能力与

参与积极性，通过认知行为理论来界定问题，明确

目标，让患者自己成为自己的治疗师，自己识别自

身存在的不良信念、不良功能、不良想法与不良躯

体症状，并做出合理、恰当的反应，最终纠正患者

的思维与情绪，减轻身心的不适感。

①明确目标：组织患者参加老年抑郁症的健康讲

座，向其发放书面健康资料，讲解 CBT 的意义、优

势、实施方法，提高患者对 CBT 的了解程度。

②个体治疗：综合评估患者的整体状况，为其

制订心理辅导方案，督促患者主动配合，充分调动

患者的自我效能，营造能够支持患者、治疗师能力

的环境。

③团体技能训练：训练内容包括情绪调节方法、

正念技巧、人际效能技巧与忍受痛苦的方法。

④电话教练：充分利用现代科技，为患者、治

疗师之间提供高效、低成本的联系方式，以便治疗

师能够实时、动态的评估患者的病情。

⑤治疗师督导：治疗师之间相互交换观点、想法

和治疗措施，并进行评价性的反馈，持续调整、完

善治疗策略，实现治疗师之间的辨证平衡。

1.3　观察评定标准

1.3.1　临床疗效［5］　根据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17
项版（HAMD-17）的减分率进行评价：①临床痊愈：

减分率≥ 75％。②显著进步：减分率 50％~74％。③

好转：减分率 25％~49％。④无效：减分率＜ 25％。

HAMD 减分率计算方法：（基线评分－治疗后评

分）/ 基线评分 ×100％。

总有效率 = 临床痊愈率＋显著进步率＋好转率。

1.3.2　临床指标［6］　①采用 MAMD-17 量表评

价患者的抑郁程度：正常：＜ 7 分；轻度抑郁：7～17
分；中度抑郁：17～24 分；重度抑郁：＞ 24 分。

②采用 WHO 制订的社会功能缺陷筛查量表

（SDSS）评价患者的社会功能缺陷程度，量表满分

20 分，评分越高说明社会功能缺陷程度越严重。

③采用抑郁症病耻感量表（DSS）评价患者的病

耻感，满分 96 分，评分越高说明越具有病耻感。

1.3.3　生活质量［7］　采用生活质量量表（SF-36）
从躯体、心理、社会三个方面评价患者的生活质量，

每项满分 100 分，评分越高说明生活质量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应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分别

对对照组与研究组的一般情况、量表得分进行 t 检验、

Fisher 检验与卡方检验，判断差异有无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经分析，研究组与对照组的一般情况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表 1 所示。

2.2　治疗前指标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评分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如表 2 所示。

2.3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表 3 显示：对研究组、研究组进行等级相关检

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4　两组患者的临床指标比较

如表 4 所示：治疗后，研究组、对照组患者的

HAMD-17、SDSS、DSS 评分有明显差异（α=0.05，

P<0.05）。

2.5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生活质量，表 5 显示。

3　讨论

抑郁症是老年群体中最常见的一种精神行为问

题，老年抑郁症的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8］：一

是广义的老年抑郁症指的是在进入老年期后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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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其中也包括原本就有抑郁症的患者，病情

一直延续到了老年。二是狭义的老年抑郁症，指的

是进入老年期后首次发病的患者。本文探讨的老年

抑郁症指的是后者。患者通常存在认知功能方面的

变化，而认知功能障碍又会促进抑郁症的发生，所

以，抑郁与认知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渗

透，这就给临床治疗增加了很大难度，许多老年抑

郁症患者被误诊为是机体功能衰退的一种表现，所

以始终未得到有效的治疗。

老年抑郁症患者中与焦虑的共病率高，药物

干预是缓解老年抑郁症患者精神症状、提高生活质

量的有效手段。由于老年人机体功能减退，躯体疾

病复杂，在药物的选择上安全性是首先要考虑的问

题［9］。选择性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和 5-

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SNRIs）是应

用最为广泛的抗抑郁药，具有明确疗效和安全性。

舍曲林是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服用舍曲林后，

患者经常会出现口干症状，也有部分患者表现为过

度的镇静。度洛西汀也是一种临床常用的抗抑郁药

物，能够抑制机体的去甲肾上腺素与 5- 羟色胺，提

高下丘脑细胞外与大脑额叶皮层的活性，阻断脑疼

痛传输信号，从而抑制神经病理性的疼痛，更适合

伴有躯体疼痛症状的患者。

自主神经也叫做植物神经系统，由交感神经、

副交感神经组成，是从内脏神经纤维中传出的神

经［10］。情绪的变化会影响植物神经系统，特别是抑

郁情绪，对植物神经系统的调节产生严重干扰，患

者对自身疾病缺乏足够的认知，植物神经系统紊乱

而引起的躯体症状会进一步加重抑郁情绪，已有研

究证实［11］：焦虑情绪也会引起自主神经功能的紊乱，

所以提高患者对老年抑郁症以及对自身症状的认知

水平，对于疾病的治疗与控制十分重要。CBT 指的

是基于认知、行为理论模式所采取的一系列干预措

施，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 Mechenbaum 提出的认知

行为理论［12］，治疗措施被称作是认知行为矫正技术，

表1　研究组与对照组的一般情况

组别 对照组 研究组 卡方值、
Fisher或t值

P值

性别 男 25 23 2.32 0.157

女 28 30

年龄 60-64 17 15 3.01 0.223

65-69 20 23

70以上 16 15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42 39 5.021 0.199

高中、高职 8 12

大学以上 3 2

收入 2000以下 22 26 6.24 0.199

2000-5000 15 12

5000-10000 6 5

病程 1年以下 20 17 3.38 0.233

1-2 19 18

2-3 14 18

药物种类 舍曲林 37 35 1.24 0.351

度洛西汀 16 18

药物剂量（mg）舍曲林 105±26 112±30 1.28 0.28

度洛西汀 42±21 46±16 1.42 0.21

表2　治疗前量表得分情况

组别 对照组 研究组 T值 P值

HAMD-17评分 23.28±6.42 23.17±5.56 0.25 0.26

SDSS评分 13.54±2.06 13.48±2.11 0.19 0.35

DSS评分 59.82±6.35 58.91±6.74 0.21 0.29

躯体功能 48.42±7.43 45.48±7.67 1.10 0.11

心理功能 50.83±6.42 51.17±8.34 0.42 0.26

社会功能 39.97±7.38 40.12±11.86 0.36 0.27

表3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对照组 研究组 Z值 P值

临床痊愈 4 10

显著进步 6 15

好转 11 13

无效 32 15 0.184 0.000

表4　两组患者的临床指标比较（分，x±s）

组别 对照组 研究组 T值 P值

HAMD-17评分 19.82±4.35 15.83±3.19 2.95 0.02

SDSS评分 10.93±1.57 8.75±1.39 3.06 0.02

DSS评分 49.37±5.48 41.23±4.16 4.35 0.00

注：研究组SF-36量表三个维度的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P<0.05）。

表5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生活质量比较（分，x±s）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T值 P值

躯体功能 56.42±13.65 46.48±11.97 4.54 0.001

心理功能 56.83±11.39 43.17±12.84 5.03 0.000

社会功能 52.97±14.28 44.12±11.86 3.28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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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过程包括五个环节：（1）营造可以让患者产生

焦虑、抑郁情绪的情绪。（2）引导患者对自己的抑郁

程度进行自我评价。（3）指导患者在情境中察觉自身

存在的焦虑、抑郁情绪。（4）协助患者评价认知的对

错。（5）患者再次在相同情境中评价自身的抑郁程

度。CBT 最重要的是识别认知扭曲，并引导患者重

建认知，适应新的认知、情感与行为。CBT 的优势

是，患者与治疗师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充分调动

了患者的参与性、合作性和积极性，患者普遍具有

较高的依从性，因此治疗效果更加满意。本次研究

结果显示：对照组 HAMD-17、SDSS、DSS 三个量表

的评分均低于研究组；SF-36 量表评分显著高于对照

组（P<0.05）。说明 CBT 能够帮助患者减轻抑郁情

绪以及对抑郁症产生的病耻感，弥补社会功能方面

的缺陷，提高生活质量。积极的行为认知疗法重视

调动老年抑郁症患者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在治疗过

程中帮助患者寻找潜在的，或者被忽视的正向力量，

治疗师只是起到辅助作用，真正在治疗中占据主导

地位的其实是患者本人。

综上所述：认知行为治疗合并药物治疗在老年

抑郁症患者中的应用效果理想，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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