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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干预对帕金森患者抑郁情绪及认知功能的影响

刘红梅 1 、 赵　蓓 2 、 刘小玲 3 、 王　倩 4 、 李静艳 3

【摘要】目的　研究积极的心理护理干预方法对帕金森（PD）患者的抑郁情绪以及认知功能的影

响。方法　将 2013 年 6 月到 2015 年 6 月在我院就诊的 110 例 PD 病人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

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55 例。观察组予以积极心理干预，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干预。比较两组病人的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抑郁发生率以及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评分及日常生

活能力量表（ADL）的评分等。结果　护理干预前两组患者的上述三个量表评分组间对比，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 0.05）；护理干预后两组的 HAMD 评分均显著的降低，并且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

观察组以及对照组患者护理干预半年后的抑郁发生率分别为 47.27％、69.09％，观察组抑郁发生率

显著低于对照组；护理干预后两组的 MoCA 各维度分数以及总分均显著升高，并且观察组明显高于

对照组；干预后两组的 ADL 评分均显著升高，并且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具有显著性

（P< 0.05）。结论　积极的心理护理干预在改善 PD 病人的抑郁症状，降低抑郁发生率，改善认知功

能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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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depression and cognitive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par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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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depression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parkinson disease（PD）.Methods　From June 2013 to June 2015，110 patients 

with PD were chosen as research objects，then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usual care）and observation 

group（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re）randomly and averagely. Then comparing  the HAMD score，the incidence of de-

pression and MoCA and ADL scores  of the two group.Results　Before nursing care，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

ences of the scores of the scales abov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the HAMD scores 

for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Af-

ter six months of nursing intervention，the incidence of depression PD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47.27％，69.09％ respectively，the rate of depress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MoCA scores and scores of each dimension for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and the ob-

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ADL scores for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all the differences above were statistically sig-

nificant（P<0.05）. Conclusion　Positive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has a significant advantage in improving 

depressive symptoms in PD patients，reducing the incidence of depression and improving aspects of cognitiv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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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是一种以

静止性震颤、 肌强直、 运动迟缓以及姿势步态异常等

为主要临床特征的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疾病［1］。PD 病

人除上述临床表现外，通常还伴有不同程度的抑郁

或认知功能障碍，对 PD 病人的日常生活质量以及预

后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2］。研究也发现，PD 合并

抑郁的病人发生认知功能障碍的比例也明显高于非

抑郁 PD 病人［3］。因此，近几年来，心理干预作为一

种辅助手段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因此，本研究

对 PD 病人进行了心理护理干预，并取得不错的效

果，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选取 2013 年 6 月

到 2015 年 6 月我院一共收治帕金森病人 110 例，所

有病人经诊断后均符合 2006 年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

分会运动障碍及帕金森病学组所制定的 PD 诊断标

准［4］，将其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并随机平均分成

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病人 55 例。其中观察组中病

人年龄为 49～74 岁，平均（59.13±7.27）岁，男、女

病人数量分别为 34 例、21 例，病程为 5 个月～10 年，

平均（3.42±1.22）年；对照组中病人年龄为 51～71
岁，平均（58.32±5.14）岁，男、女病人数量分别

为 32 例、23 例，病程为 6 个月 ~11 年，平均（3.75±
1.32）年，两组的性别、年龄以及病程等一般资料比

较无显著的差异（P>0.05），可以进行以下比较。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 PD 病人进行常规的护理干预，包括基本

心理护理、饮食护理、情感关怀以及康复训练等。

观察组病人进行积极心理干预措施，具体如下：（1）
认知治疗 通过与病人积极耐心的交流，了解病人的

非理性信念并纠正其对认知的曲解以及负面思想，

帮助病人改变不良认知，树立正确的、积极的生活

态度。（2）学会体味  每天都要帮助病人回忆生活中

发生的微小事情，比如与朋友一起聚会、受到表扬

或者见到自己喜欢的人等，引导病人对这些积极的

生活细节进行分享，并体味其中的快乐，定期安排

分享交流会，促进大家进行快乐的分享，并与之前

的感受进行对比。（3）学习感恩  督促病人每天在睡

觉之前，写下自己认为应该感恩的 2～3 件事情，思

考并记录感恩的理由以及对感恩的理解。（4）发挥优

势 定期举办一些文体类项目，使病人在这样的活动

中能够充分展示、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并引导

其仔细体味这种骄傲与自豪感。（5）加深病人的幸

福感  经常鼓励患者写下令自己开心、感觉幸福的事

情，使其感受到幸福的存在，消除消极的负面情绪。

1.3　评级指标

（1）抑郁情况评价：根据 Hamilton 抑郁量表

（HAMD）对 PD 病人在不同护理干预前、干预半年

后的抑郁状态进行评分，并对评分结果进行判定，

其中 HAMD ＞ 35 分为严重抑郁，21 ≤ HAMD ≤ 35
分表示中度抑郁，8 ≤ HAMD ≤ 20 分为临界抑郁，

HAMD ＜ 8 分为无抑郁。

 （2）认知障碍评价：根据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

（MoCA）对 PD 病人在不同护理干预前以及干预半年

后的认知功能进行评分，量表中测试内容主要为视

空间与执行能力、抽象能力、注意力和语言能力等 8
个维度，总分为 30 分，MoCA 分数越高，其认知能

力越强。

（3）在治疗前后对病人进行 ADL 评分，评价其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18.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数

资料以（n，％）表示，比较使用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

（x±S）的形式表示，采用 t 检验。以 P<0.05 表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病人抑郁情况比较

两组 PD 病人在护理前的 HAMD 评分比较无显

著的差异（P>0.05），护理干预后两组的 HAMD 评分

均显著降低，并且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比较差

异均具有显著性（P<0.05）；见表 1。
表1　两组PD病人在干预前后的HAMD评分比较（x± s，分）

组别 N
HAMD

t P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55 28.42±4.12 19.12±3.67 12.500 0.000

对照组 55 27.92±5.09 23.13±3.42 5.792 0.000

t 0.566 5.928

P 0.572 0.000

表2　两组病人干预后抑郁发生情况比较［n，（％）］

组别 n 无抑郁 临界抑郁 中度抑郁 严重抑郁抑郁发生率

观察组 55 29（52.73） 13（23.64） 10（18.18） 6（10.91） 26（47.27）

对照组 55 17（30.91） 17（30.91） 12（21.82） 9（16.36） 38（69.09）

χ2 4.521

P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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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抑郁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以及对照组 PD 病人护理干预半年后的

抑郁发生率分别为 47.27％、69.09％，观察组抑郁

发生率显著的低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

（P<0.05）；见表 2。

2.3　认知功能情况比较

    在护理干预前，两组 PD 病人的 MoCA 各维度

分数以及总分比较均无显著的差异（P>0.05），护理

干预后两组的 MoCA 各维度分数以及总分均显著的

升高，并且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

显著性（P<0.05）；见表 3。

表3　两组PD病人在干预前后的MoCA评分比较（x±s，分）

项目
视空间与
执行功能

命名 注意与记忆 语言 抽象 延迟回忆 定向 总分

观察组
干预前 2.49±0.45 2.51±0.56 3.99±0.87 2.07±0.55 1.13±0.47 2.57±0.42 4.92±0.54 19.68±1.98

干预后 3.02.±0.32* 3.12±0.47* 4.54±0.69* 2.79±0.63* 1.34±0.52* 3.24±0.71* 5.52±0.51* 23.57±1.86*

对照组
干预前 2.45±0.51 2.52±0.56 3.97±0.86 2.09±0.67 1.15±0.52 2.61±0.53 4.99±0.64 19.78±1.74

干预后 2.66±0.31*# 2.79±0.62*# 4.21±0.77*# 2.46±0.56*# 1.24±0.47*# 2.96±0.62*# 5.24±0.48*# 21.56±3.12*#

注：组内与治疗前比较，*P<0.05；组间治疗后比较，#P<0.05。

2.4　比较两组患者的 ADL 评分

护理干预前，两组 PD 病人的 ADL 评分比较无

显著的差异（P>0.05），干预后两组的 ADL 评分均显

著升高，并且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

具有显著性（P<0.05）；见表 4。

表4　两组PD病人在干预前后ADL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ADL

t P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55 36.23±4.45 43.17±5.39 7.372 0.000

对照组 55 37.27±5.13 40.22±6.23 2.711 0.007

t 1.135 2.658

P 0.259 0.009

3　讨论

抑郁以及认知功能障碍在 PD 病人中较为常见，

其主要表现为焦虑、烦躁、失眠、反应迟钝以及注

意力不集中等，使病人的正常生活水平以及情感体

验能力严重下降，其中认知功能的障碍还会导致病

人记忆、语言能力的丧失，因此，如何改善以及减

缓 PD 病人的抑郁以及认知功能障碍已经成为国内外

学者研究的焦点［5.6］。传统心理学认为，病态、痛苦

以及负面情绪是加速 PD 病人抑郁以及认知下降的重

要因素之一，因此心理护理的主要目标减轻病痛以

及消除症状［7］。而积极心理学认为，心理学不仅要

减轻疾病本身的损伤、缺陷以及伤害，还要对病人

自身的力量以及优势进行探索，最大发挥其自身的

力量和潜能［8］。因此，本研究将积极的心理干预措

施应用到了缓解 PD 病人的抑郁以及认知功能障碍

中，并对效果进行了探讨。

本研究的结果发现，进行积极心理干预后病人

的 HAMD 分数明显的低于对照组，干预半年后抑郁

的发生率为 47.27％，而常规干预 PD 病人的抑郁发

生率可以达到 69.09％，积极心理干预 PD 病人的抑

郁发生率明显的低于对照组。这一结果说明，积极

的心理干预能够明显地改善 PD 病人的抑郁程度，减

少抑郁的发生率。这主要是由于认知治疗、学会体

味、学习感恩 、发挥优势、加深病人的幸福感等方

面的积极心理干预可以使病人充分意识到自身的意

义，感悟生命的美好，从而激发病人战胜疾病的信

心，充分唤醒了 PD 病人自身的正能量，减缓了心

源性反应，从而能有效改善病人的抑郁情况。其次，

良好的心理状态以及抑郁的减轻能够改善病人在治

疗以及护理中的依从性，可以减缓 PD 症状［9］。其次，

本研究的结果也发现，积极心理护理干预后病人的

MoCA 各维度评分以及总分均显著低于常规护理干

预。这一结果说明，积极的心理护理干预改善了病

人的认知功能。认知功能障碍是 PD 中常见的一种重

要并发症，该并发症通常在 PD 合并抑郁病人中的发

生率会更高。本研究通过多方面积极的心理护理干

预充分调动了病人自身的积极能量，增强了病人的

主动性，在改善抑郁的同时，也进一步的提高了认

知功能障碍，这与目前的研究是一致的［10］。另外，

本研究对两组病人的日常行为生活能力进行了测定，

结果发现，积极心理护理干预病人的 ADL 评分在治

疗后明显高于对照组，积极心理护理干预病人具有

更高的日常行为生活能力。

积极的心理护理干预在改善 PD 病人的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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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降低抑郁发生率，改善认知功能障碍方面具有

显著的优势。其作为一种“以病人为中心”的心理护

理模式，为 PD 病人的临床心理护理提供了一种新的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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