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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行为疗法在抑郁患者中的应用疗效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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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认知行为疗法联合常规护理在抑郁症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方法　选取我院 90

例抑郁症患者，分为常规组行传统健康教育与娱疗活动，认知组在常规组基础上行认知行为疗法，

两组各 4� 例，且所有患者均通过盐酸舍曲林药物治疗及精神科常规护理；对比分析两组治疗后的疗

效及复发率。结果　治疗 � 天、1� 天、4� 天后认知组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及个体和社会功能量表评

分均高于常规组（P< 0.0�），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均低于常规组（P< 0.0�）；随访 1、2 年后，认知

组复发率均低于常规组（P< 0.0�）。结论　认知行为疗法联合常规护理能够改善抑郁症患者临床症

状，有效降低复发率，促进疾病康复，因此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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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effect of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disorder 
　　WANG Lei，BAI Hua，WANG Fengjie，et al. The NO.5 Hospital in Tangshan City，Tangshan 0630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ombined with routine nursing 

care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disorder. Methods　90 cases of depression disorder were selected in our hospital and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vention group received traditional health education and recreational therapy，and the cogni-

tion group receive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on the basis of the convention group，with 45 cases in each. All the 

patients were given sertraline hydrochloride and traditional psychiatric nursing care. The curative effects and recurrence 

rat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the treatment. Results　Treatment for 7 days，15 days，45 days after 

treatment，the scores of Tennessee self concept scale，and the personal and social performance scale in the cogni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 group（P<0.05）and the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were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 group（P<0.05）；after following-up for 1，2 years，the recurrence rate in the cogni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 group（P<0.05）. Conclusion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ombined with routine 

nursing care can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disorder，which can reduce the recurrence 

rate and promote rehabilitation，so it has higher application value.

【Key word】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Routine nursing care；Depression disorder；Recurrence rate

抑郁症是一种影响人类生活质量的精神疾病，

主要表现为长期性的心情低落，兴趣缺失，严重

时会产生轻生念头，且疾病易复发，给家庭和社

会带来重大负担，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最受关注的

疾病之一。临床治疗抑郁症的主要方法是药物治

疗，包括帕罗西丁、氟西汀等［1］，但研究指出［2］，约

25％~55％患者存在认知功能障碍，纯粹药物治疗

已无法满足于临床治疗。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是指利用倾听、心理疏导

等形式，了解患者所存在的认知性错误，包括思想、

行为等方面形成的误区，通过循序渐进及语言沟通

技巧，与患者建立联系，最终帮助患者改正自身存

在的认知性错误并形成新的、正确的认知［3］。CBT

技术在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疗效早已得到业界认可，

且对抑郁症患者的症状复发有着明显的改善作用。

并且，随着治疗周期间的推移，其对抑郁症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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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评分标准

①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7］（Tennessee Self Concept 

Scale，TSCS），主要有内容维度、结构维度、综合

维度等 10 个因子。前 9 个因子分值愈高自我概念愈

积极，第 10 个因子即自我总分与自我批评，其分

值愈高自我概念愈消极。②个体和社会功能量表［8］

（Personal and Social Performance Scale，PSP），分值

范围 0~100 分，≤ 30 分说明社会功能较低，需密切

监护，31~69 分说明存在能力缺陷，70~100 分说明

社会功能及人际关系无障碍或存在轻度障碍。③按

照上述 HAMD 评分法［9］，总分 >24 分为严重抑郁症；

总分 17~24 分为中度抑郁症；总分 7~17 分为轻度抑

郁症；总分 < 7 分为正常，无抑郁表现。本次研究选

取 HAMD 总分为 7~24 分，3 种量表分别于护理前、

护理 7、15、45 周后进行。两组患者出院后，分别

于 1、2 年进行随访，评估其复发情况。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1.0 数据分析软件，计量资料（x±s）
行 t 检验，计数资料行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

表明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 TSCS、PSP、HAMD 评分对比

两组治疗前 TSCS、PSP、HAMD 评分均对比均

无明显差异（P 均 >0.05），两组治疗后 TSCS、PSP、

HAMD 评分均优于治疗前（P<0.05），且认知组各指

标评分均优于常规组（P<0.05）。见表 2。

2.2　两组复发情况对比

对认知组与常规组的 90 例患者进行 1 年和 2 年

复发随访及电话随访统计，发现认知组出院 1 年、2
年的复发率均低于常规组（P 均 <0.05）。见表 3。

临床症状更为理想，促进患者康复。因此，现就我

院 90 例抑郁症患者进行探讨，分析在药物治疗基础

上，CBT 联合常规护理对其应用价值，旨在为临床

治疗抑郁症患者提供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2 年 6 月 ~2014 年 6 月 90 例抑郁症

患者，分为常规组与认知组各 45 例，患者均符合美

国精神病学会制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4］

第五版中有关抑郁症的诊断标准；其中，常规组男

17 例，女 28 例，年龄 38~80 岁，平均（62.17±4.53）
岁，病程 2~12 个月，平均（4.21±2.04）个月；认知

组男 14 例，女 31 例，年龄 36~79 岁，平均（65.21
±4.43）岁，病程 3~11 个月，平均（4.98±2.31）个

月。两组患者在性别比、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上

均无明显差异（P>0.05）。本次研究内容已告知我院

医学伦理委员会，且所有受试者均自愿签署知情通

知书。

1.2　入选标准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5］（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总分 >17 分；患者沟通无障碍，口齿清晰，

具备基本的文字阅读能力，可对答切题，能配合治

疗；无严重遗传史；无精神病史。

1.�　排除标准

患有双相抑郁障碍；妊娠期或哺乳期；严重慢性

躯体疾病；伴有其他严重精神疾病；存在物质滥用史；

存在脑器质性疾病者。

1.4　治疗方法

均通过盐酸舍曲林药物治疗及精神科常规护理，

常规组行健康教育与常规性娱疗活动。其中，常规

性娱疗活动包括观看电视节目、下棋等形式，认知

组在常规组基础上行 CBT 治疗，疗程 45 天，每组隔

日进行 CBT 治疗。由我院护理人员统一对认知组行

CBT 治疗，治疗前均先其进行 CBT 知识及技能培训

教育［6］，培训结束后，设计治疗方案，内容见表 1。

表1　CBT治疗方案

时间 项目 治疗频次 治疗时长 治疗方案 治疗目的

第1~7天 人际关系 1次/d 40min/次
护理人员通过座谈的形式，与患者交流， 

了解其病情，阐述治疗意义。
构建护患之间良好关系，鼓励患者

积极配合治疗。

第8~15天

认知疗法 2次/d 30min/次
分发健康教育指南、进行多媒体展示、讲座 

、座谈会等，讲解疾病知识，开展心理学教育。
增强患者疾病认知能力和心理健
康水平，提高患者自我效能感。

行为疗法 2次/d 30min/次
通过倾听舒缓音乐、玩游戏、书画练习等 
放松身心，并实行阳性行为强化疗法。

舒缓身心，减轻抑郁程度及心理障
碍，增强社会适应能力。

第16~45天 团体座谈 2次/d 30~40min/次
通过座谈会、联欢会、讲座等形式， 

探讨人生幸福，观看人生励志纪录片。
鼓励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增

强自我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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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复发情况对比

组别 n 出院1年（n，%） 出院2年（n，%）

常规组 45 15（33.33） 23（51.11）

认知组 45 4（8.89） 8（17.78）

χ2 8.56 14.75

P 0.01 0.00

3　讨论

抑郁症作为慢性频繁发作的精神性疾病。报道

指出［10］病人一般有着一定的心理障碍，体现在情绪

低落感、自卑感、低自尊和消极的自我概念等。而

这些心理障碍会带来严重影响，不利于疾病康复，

加重治疗效果。纯粹药物治疗仅可减轻病情恶化，

尚未能够改善其认知行为和人格表现［11-12］。目前，

CBT 技术作为改善抑郁症患者认知行为的疗法，是

利用识别自动思维的方式，改变其负面认知，产生

积极认知，缓解不良情绪及认知行为，解决各种问

题，其在近几年来逐渐发展。

本次研究对抑郁症患者采用 CBT 技术与常规护

理干预联合治疗，护理人员积极与患者进行交流，

了解其存在的各种问题，逐渐在消除彼此陌生感的

基础上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了解患者的

护理认知与需求，同时护理人员运用通俗易懂、简

单明了的语言建立医患者之间的信任感，促使患者

积极配合本次治疗以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此外，

因部分抑郁症患者会存在轻生的念头，因此，在对

其进行护理干预的同时，护理人员密切关注患者行

为、心理变化等表现，并且嘱患者若有不安、恐惧、

忧郁等负性情绪，应及时向护理人员反映，同时临

床工作者给予患者足够的心理安慰与支持，增强患

者对生活的自信。另外，本次研究中采用书画练习、

玩游戏或倾听舒缓音乐等形式，使患者“有事可做”，

有助于获得自我管理意识，亦能舒缓身心，逐渐消

除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其次，因部分抑郁症患

者存在沉默寡言的表现，不乐于与人交往，此时护

理人员在秉着足够耐心与细心的基础上主动与患者

建立联系，并适当降低语速，通过沟通主动了解患

者的兴趣爱好等以使双方具有“共同语言”，在此基

础上运用诱导式的沟通技巧，深入了解患者的内心

想法再进行个性化的护理干预治疗，能够取得更为

理想的疗效。此外，本研究中利用联欢会、座谈会、

讲座等各种形式，通过观看人生励志纪录片以促使

患者焕发对生活的渴望与生机，逐渐消除轻生的念

头，获得对人生追求的理性思考与认知，有助于促

使患者改变既往负面、扭曲的认知行为，而重新获

得正确的处事方式。本次研究对认知组患者有针对

性的按照人际关系、认知疗法、行为疗法及团体座

谈 4 个方面，较为规范地进行 CBT 技术治疗，与既

往研究采用的治疗形式较为全面。本研究结果发现，

两组治疗后 TSCS、PSP、HAMD 评分均优于治疗前，

且认知组各指标评分均优于常规组。可见，CBT 技

术联合常规护理对抑郁症患者的治疗效果较为理想，

可促进患者康复。并且随访后发现认知组复发率低

于常规组。可见，CBT 技术联合常规护理干预治疗

能够有效降低抑郁症患者复发率，提高疾病治愈率。

综上所述，CBT 技术联合常规护理能够改善抑

郁症患者临床症状，有效降低复发率，促进疾病康

复，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但本次研究尚有不足之

处，因抑郁症容易复发，而本研究仅对患者出院 2
年内的复发情况进行探讨，未对 2 年后的复发情况

进行随访，今后仍需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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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TSCS、PSP、HAMD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项目 治疗前 治疗7天 治疗15天 治疗45天

常规组（n=45）

TSCS 190.32±14.03 201.46±14.83* 219.67±16.05* 236.94±15.83**

PSP 57.49±15.93 60.52±12.03* 71.25±11.93* 81.58±10.37**

HAMD 26.04±4.83 19.04±4.02* 14.94±3.01* 10.74±2.59**

认知组（n=45）

TSCS 192.43±13.56 215.97±16.03*# 238.95±17.26*# 252.97±15.25**#

PSP 59.03±14.83 73.94±14.79*# 82.94±12.04*# 92.04±11.48**#

HAMD 27.46±14.28 15.95±3.59*# 11.38±3.27*# 6.84±2.31**#

注：与同组治疗前对比，*P<0.05，**P<0.01；与常规组同项目对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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