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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呆伴发的精神行为症状（behav io ra l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of dementia，BPSD）是指老年

痴呆患者的临床表现除认知缺损症状、神经症状和

社会生活功能减退外，大约 70％～90％的痴呆患者

在疾病发生早期及发展过程中出现紊乱的感知觉、

思维内容、情感及行为等精神病性症状。包括幻觉、

妄想、偏执、猜疑、无故尖叫、无目的徘徊、情绪

焦虑或抑郁、安静不下来、淡漠、易激惹、冲动攻

击、行为有失检点等一系列症状。患者可以同时出

现多种精神行为症状，也可以只表现一种。BPSD 提

示痴呆程度较重或病情进展较快，不但造成患者本

人的痛苦和功能丧失，而且给照料者带来极大的困

难，增加医疗费用和护理负担。BPSD 按症状群可分

为三类：首先是精神病性症状（幻觉、妄想）；其次是

情感症状（抑郁 / 烦躁不安、焦虑、情感淡漠、情感

高涨 / 欣快、易激惹、激越）；再次是行为症状（异常

的运动行为、攻击、夜间行为、刻板、口部过度活

动、食欲 / 进食的改变、性欲亢进、脱抑制）。不同

类型的痴呆伴有不同的精神行为症状，有其自己特

征性的表现。既往对 BPRS 的治疗多予抗精神病药物

治疗，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非药物治疗应该成

为 BPRS 的首选治疗方案。本文拟就近年来有关非药

物治疗的循证证据做一综述。

一　BPRS常用的非药物治疗方法

1　职业性活动训练

随机对照多中心研究显示，职业性活动训练可

减少激越和抑郁症状、提高生活质量［1-2］。培训内容

的选择要依据患者的能力、兴趣和角色制定。美国

已开始提供对痴呆照料者的简式培训，以使其能够

应对患者日益衰退的社会功能并将其推广，也有助

于提高照料者的自信。

2　音乐疗法

多项研究显示音乐疗法可在短期内减轻长期住

院的中重度痴呆患者的淡漠、焦虑、激越和攻击行

为症状，音乐内容要符合患者既往个人爱好，也可

为与其既往积极经历有关的谈话记录［3］。

3　芳香疗法

该疗法借助芳香油扩散到患者周围环境达到

治疗目的，最为常用的为薰衣草和蜜蜂花油。一项

随机化、交叉对照研究显示每晚至少一小时的薰衣

草持续扩散芳香疗法可有效改善住院患者的激越症

状［4］。但另一项 RCT 研究显示蜜蜂花油芳香疗法较

多奈哌齐、安慰剂在改善痴呆患者激越症状方面并

未显示出统计学意义［5］，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存在嗅

觉减退或缺失的患者其疗效可能受限。

4　体育锻炼

受样本量较小的限制，体育锻炼的疗效尚存

在争议，有研究显示游泳有助于减少中重度痴呆的

BPSD 症状，提高心理幸福感［6］，但也有研究显示体

育锻炼并不能改善 BPSD 症状，但可减轻照料者的负

担［7］。

5　光照疗法

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光照疗法适用于存在日

间节律紊乱和“日落综合征”（傍晚时分出现的意识

混乱和激越）的患者，一项 RCT 研究显示一定强度

的光照有助于改善夜间睡眠、减少激越症状、改善

认知，且在冬季效果会更好，但对激越的改善无统

计学意义［8］。另有研究显示早晨光照较中午光照可

显著改善激越症状，较室内光照可显著改善行为紊

乱［9］。

6　触摸疗法

按摩、颅骶疗法和治疗性触摸为常用方法，有

研究显示治疗性触摸可显著改善焦虑不安症状［10］，

但机制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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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整合活动

前瞻性队列研究显示综合音乐疗法、定向训练、

体育锻炼和艺术认知疗法的整合活动可显著降低痴

呆患者神经精神科问卷（NPI）中的幻觉、妄想和激

越症状评分［11］。

8　认知康复

认知康复的作用需权衡利弊，仅有一项单盲、

随机区组、交叉研究显示认知康复可显著减少幻觉，

但康复训练实施过程可增加行为紊乱［12］。

需要指出的是，鉴于多数非药物干预研究的异

质性问题，实际治疗中要根据患者的文化背景选择

合适的治疗措施。

二　BPSD不同症状群的非药物治疗

1　知觉障碍

做好细致的观察和记录是掌握幻觉规律的关键，

尽量转移患者注意力、减少与其言行的敌对和不信

任、以温柔体贴的态度对待患者可有效减少幻觉的

频率和严重程度。照护者要保管好刀、剪、绳和煤

气等危险物品，关好阳台门窗，防范意外发生。对

于错觉，可通过佩戴眼镜和助听器减少。研究表明，

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对改善路易体痴呆的认知

障碍、幻觉、抑郁状态安全有效［13］。另有研究显示

认知康复可显著减少幻觉，但实施过程可增加行为

紊乱［1］，因此需要权衡利弊。对于幻觉症状明显并

伴有严重的行为紊乱患者，建议以在医师指导下的

个体化药物治疗方案为主。

2　思维内容障碍

被窃妄想是常见症状，照护者应明白妄想只是

痴呆患者存在的一种症状，应予以理解和关心，减

轻负面情绪。常与之交流，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

及时了解患者的思维内容和情绪变化。营造整洁、

有序的环境，对患者常用物品固定摆放，可指导其

对自身物品进行有效管理从而减少被窃妄想。当出

现被窃妄想时，应尽量减少与其言行的敌对，给予

适当解释或安慰，使其感受获得理解；对突发暴力行

为者，必要时给予保护性约束。病情严重者应予以

药物治疗。

3　情感障碍

应将痴呆患者安排在易于观察的房间，由专人

看护，鼓励其参加工娱活动，多作心理疏导，消除

其无能自卑的心理，并防止因药物积存发生自杀行

为。症状严重时应及时就医，并由专科医师对患者

的情感症状进行评估，并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主要包括认知导向治疗、行为导向治疗、情感导向

治疗和感觉导向治疗四类。认知导向治疗多采用认

知行为干预使患者正视错误或扭曲的认知问题，改

变其对人、对事的看法和态度，有效减少紧张感，

提高生活质量［14］。行为导向治疗可通过让痴呆患者

每天接触足够的自然阳光，从而效预防和治疗抑郁

和焦虑情绪［8，15］；另外还可通过营造安全、支持性

及平静的环境而改善不良情绪和异常行为。情感导

向治疗可采用团体怀旧疗法为痴呆患者提供了增加

社会交往、增强愉悦感的机会，从而减轻抑郁情绪，

减少社会退缩；还可采用创造性故事疗法为痴呆患者

提供一种自我表达的安全、被接受的环境，从而促

进人际交往，缓解其孤独、焦虑、抑郁等情绪；另外

可通过多种艺术活动稳定和调节情绪，消除负性情

绪，释放被压抑的情绪。感觉导向治疗可运用音乐

疗法来表达、宣泄内心情感，能有效改善不良情绪；

还可通过各种游戏活动来丰富日常生活，改善认知

功能，延缓病情进展，提高主观幸福感。 

4　行为障碍

针对痴呆患者的各种行为障碍，照护人员需开

展具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照护措施，提高照护质量。

如异常行为对患者和其他人造成威胁，必须及时就

医，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干预。

4.1　攻击行为和徘徊行为　首先应排除令患者

不愉快的因素，并用疏导、解释或转移注意力等方

式使患者安静下来。约束所致的不能移动可能增加

恐惧和误解，导致更多的攻击行为。在不限制行动

的同时，做好安全防护工作。丰富的游戏活动、音

乐疗法［8］、触摸疗法［ 14］以及芳香疗法［15］、光照疗法

等均能够使患者放松，减轻激越症状，减少攻击和

徘徊行为。

4.2　走失　要时刻提防患者走失的情况发生，

可在患者身上放好联系卡，以备万一。丰富多彩的

日间活动能有效减少痴呆患者的走失发生。

4.3　被动行为　痴呆患者组成小组进行植物栽

培与园艺操作，增强患者与环境和人的交流，可减

少被动行为。

5　睡眠紊乱

包括有避免睡前过饥或过饱；限制白天瞌睡的

频度和时间；安排固定、安静的睡眠环境和规律的作

息时间，保证室内温度、湿度适宜，睡前关灯或将

灯光调为柔和暗淡光线；增加白天光线暴露时间，丰

富日间活动；增加体育锻炼或社交活动，运用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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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音乐治疗等方式。另外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光照

疗法适用于存在日间节律紊乱和“日落综合征”（傍

晚时分出现的意识混乱和激越）的患者，一项 RCT

研究显示一定强度的光照有助于改善夜间睡眠、减

少激越症状、改善认知，且在冬季效果会更好［16］。

非药物治疗无效时，在医师的指导下制定个性化药

物治疗方案，如褪黑素受体激动剂等。

6　人格改变

照护理念应“以人为本”，以建立个体化的照护

方案并尽可能地维护患者尊严。照护者要顾及患者

感情脆弱、易受伤害的特点，以和蔼的态度和温柔

的语言通过主动打招呼、耐心倾听、积极解决患者

困扰等方式向其传递关怀和爱心。照护人员应多称

赞他们，尽量避免过多的要求、评价和指责。鼓励

他们通过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方式展现自己

的创意并享受生活，照护者也应真诚分享自身感受。

7　与照料者密切相关的方法

多项 RCT 和多中心研究显示，针对痴呆患者

的职业性活动训练可减少激越和抑郁症状、提高生

活质量［17］。培训内容的选择要依据患者的能力、兴

趣和角色制定。美国已开始提供对痴呆照料者的简

式培训，以使其能够应对患者日益衰退的社会功能

并将其推广，也有助于提高照料者的自信。游泳有

助于减少中重度痴呆的 BPSD 症状，提高心理幸福

感［18］，但也有研究显示体育锻炼并不能改善 BPSD

症状，但可减轻照料者的负担［19］。

三　总结与展望

BPSD 症状重在早期识别，痴呆患者一旦出现

可疑症状，应尽早至医疗机构由精神科医师进行专

业系统评估，根据类型和严重程度制定个性化的综

合治疗方案。BPSD 的药物干预应以促智药为主，在

此基础上首选非药物治疗。非药物治疗不良反应少、

安全性高［1］，是 BPSD 的基本和首选治疗措施，可作

为轻中度痴呆的首选治疗方案，如有效，可继续作

为后续治疗的单独治疗措施，社区精神科护士和心

理治疗师在非药物干预中的作用至关重要。选择非

药物治疗要考虑 BPSD 严重程度，对于伴有严重精神

病性症状、行为严重紊乱或对自身或他人存在冲动

伤人风险时，不建议将非药物治疗作为单独干预措

施［2］。抗精神病药仅用于其他干预手段无效或不适

宜的中重度 BPSD 症状，应短期小剂量使用为宜。多

数研究表明非药物治疗能够有效的减少痴呆伴发的

精神行为症状，尤其对于伴有精神病性症状、情感

淡漠以及易激惹的痴呆患者，能够减轻看护者的负

担，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需要指出的是，BPSD 的

非药物治疗效果目前还没有大样本的随机对照研究，

这也是证据外推的局限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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