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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患者注意网络功能与抗抑郁疗效的关系研究

胡成亮 1 、 李强笃 2 、 邵广亮 3 、 马　红 1

【摘要】目的　探讨抑郁症患者的注意网络功能与抗抑郁药物疗效之间的关系。方法　纳入 86

例抑郁症患者（研究组）与 80 例健康自愿者（对照组），研究组患者均给予抗抑郁症药常规系统治疗

6 周，治疗前后采用注意网络测验（ANT）和 17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进行评估；对照组

仅给予注意网络测验（ANT）。结果　研究组治疗前平均正确率、警觉网络效率、定向网络效率、执

行控制网络效率较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 0.05），研究组治疗前后 ANT、HAMD-17 结果比较

有统计学差异（P< 0.05）。研究组不同疗效的各分组警觉网络效率、执行控制网络效率结果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抑郁症患者存在注意网络功能障碍。注意网络功能障碍越明显，抗

抑郁症治疗效果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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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ention network and antidepressant efficacy in depressed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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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ttention of depressed patients and the efficacy of 

antidepressant drugs. Methods　86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80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enrolled. All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given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 for 6 weeks，and Attention network test（ANT）and Hamilton Depres-

sion Scale（HAMD-17）were assess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ANT only. Results　The 

mean correct rate，alerting network efficiency，orienting network efficiency and executive control network efficiency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ANT and 

HAMD result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P<0.05）. The results of the 

alerting and executive control network efficiency of each group with different groups of the effect showed significant dif-

ferences（P<0.05）. Conclusion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ttention network deficit is in depressed patients. Atten-

tion network dysfunction is more obvious，the worse the effect of antidepression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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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注意功能逐渐成为神经心理学研究的

重点领域。Petersen 和 Posner［1］在大量前人研究的基

础上提出了注意系统分为警觉、定向及执行控制三

个不同网络功能的理论。这是现代大多数注意系统

功能研究的理论基础。目前研究认为抑郁症患者存

在注意网络功能异常［2，3］，但抑郁症患者的注意网络

功能与抗抑郁疗效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本研究旨

在评估抑郁症患者的注意功能情况，进一步探讨抗

抑郁疗效和注意功能障碍的关系。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组选取 2018 年 5 月 ~2019 年 2 月间本市精

神卫生医疗机构中门诊或住院患者。入组标准：①

年龄在 18~55 岁，性别不限；②符合美国精神障碍

诊断与统计手册第Ⅳ版（DSM- Ⅳ）中抑郁症的诊断

标准；③入组时 HAMD-17 项总分≥ 17 分，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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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排除标准：①入组前 2 月内使用过精神活性物

质、精神阻滞剂治疗者；②因病情波动需要 MECT、

rTMS 或有此干预史的；③妊娠或哺乳期妇女；④伴

有严重的躯体疾病；严重自伤、自杀倾向。治疗终

止标准：①病情恶化，出现严重情况需要中止的；②

实验室或特殊检查存在异常，且临床医师判定不适

宜继续；③患者或监护人要求退出。对照组来自本

医疗机构的职工及附近社区人员。本研究得到本院

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所有患者或监护人均签署知

情同意书。本研究脱落 3 例，共收集完整资料 166
例。研究组 86 例，其中男 45 例，女 41 例，年龄平

均（39.6±14.7）岁，病程（13.7±9.2）个月，受教育

年限（11.4±3.8）年。对照组 80 例，男 42 例，女 38
例，平均年龄（40.1±13.9）岁，受教育年限（12.3±

4.1）年，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受教育年

限等背景资料比较结果显示两组间各项无统计学意

义（P>0.05）。

1.2　方法

1.2.1　工具　注意网络测验（Attention Network 

Test，ANT）［4］范式能全面评估受试者的注意系统的

警觉、定向和执行控制网络功能，已经广泛应用于

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等疾病的研究。该测验操作简

单易行，教育影响小。该测验应用 E-prime2.0 软

件，要求受试者眼睛一直盯着屏幕，手放在键盘反

应键上，快速判断屏幕上显示的靶箭头的方向并按

键。靶刺激包括单个箭头、箭头方向一致和箭头方

向不一致三种状态。在靶刺激显示前，有四种提示

（即无提示、中心提示、双重提示和空间提示）。记

录反应时（RT）和正确率。根据不同提示和靶刺激

状态下的反应时间，计算注意的警觉、定向和执行

网络的效率。计算公式为：①警觉网络效率 =RT 无提示

平均 -RT 双重提示平均。值越大，警觉功能越强；②定向网

络效率 = RT 中心提示平均 -RT 空间提示平均。值越大，定向功

能越强；③执行控制网络效率 = RT 靶向方向不一致 –RT 靶

向方向一致。值越小，执行功能越强；实验包括 336 轮试

验，其中 24 次练习和 312 次试验。一次实验约 30 分

钟，分 3 部分，中间可以休息。

汉密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5］17 项，本研究以治疗 6 周后 HAMD 减分率

评定抗抑郁疗效，减分率 =（基线 HAMD 分 - 第 6 周

末 HAMD 分）/（基线 HAMD 分 -7）*100％，减分率

≥为痊愈，75％~50％有效，＜ 50％为无效。

1.2.2　治疗方法　研究组患者采用常用抗抑郁

药如帕罗西汀、氟伏沙明等有效剂量治疗 6 周。治

疗前后分别给予 ANT 和 HAMD 评估注意网络功能和

抑郁症严重程度。对照组仅给予 ANT 评定。

1.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2.0 对全部研究数

据进行处理，采用 K-S 检验分析资料的正态性。组

间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ANT 评分与 HAMD 评分的

相关性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

2　结果

2.1　研究组治疗前 ANT 结果和对照组比较

对研究组治疗前 ANT 结果和对照组配对 t 检验

显示，研究组治疗前的 ANT 结果平均正确率、平均

反应时、警觉网络效率、定向网络效率、执行控制

网络效率和正常对照组比较除平均反应时之外，均

小于正常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表 1）。

表1　研究组治疗前与对照组的ANT结果比较（x±s）

平均正确率（％） 平均反应时（ms） 警觉网络效率（ms） 定向网络效率（ms） 执行控制效率（ms）

研究组（n=86） 96.3±3.9 707.5±100.3 22.4±17.1 39.3±18.5 112.4±30.2

对照组（n=80） 98.1±2.4 693.7±95.4 39.8±9.3 46.7±13.2 99.8±27.5

t -3.55 0.91 -8.06 -2.95 2.80

P 0.001 0.37 0.00 0.004 0.006

2.2　注意网络功能与抑郁症状严重程度的相关性

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研究组治疗前 ANT 结

果与治疗前患者 HAMD 评分相关性，警觉网络效

率、定向网络效率与治疗前 HAMD 评分呈负相关

（r=-0.402，P=0.012；r=-0.201，P=0.025），执行控

制网络效率与治疗前 HAMD 评分呈正相关（r=0.304，

P=0.019），其相关性有统计学差异（P<0.05）（表 2）。

2.3　注意网络功能与治疗效果的关系

研究组治疗前期 HAMD 评分（33.7±5.4），治疗

6 周后 HAMD 评分（13.5±6.1），经 t 检验（t =22.994，

P=0.000），治疗前后疗效比较有统计学差异。按疗

效分为痊愈组（24 例）、有效组（43 例）和无效组（19
例）。比较三组治疗前 ANT 实验结果之间的差异。

不同疗效组治疗前 ANT 的结果的差异比较（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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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研究组治疗前ANT结果与治疗效果的关系

警觉网络 
效率（ms）

定向网络 
效率（ms）

执行控制 
效率（ms）

痊愈者（24） 38.1±8.2* 50.7±9.5 88.4±19.6*

有效者（43） 32.9±9.6* 44.6±20.1 102.7±23.9*

无效者（19） 21.6±16.8* 34.2±19.8* 121.1±36.5*

注：两两比较，*P<0.05。

3　讨论

注意力障碍是抑郁症患者常见的一种认知功能

障碍，国内外对注意功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注意

网络理论及实验模式是目前认可度较高的新成果。

本研究在此基础上主要探讨了注意功能和抑郁症疗

效的关系。

研究显示，抑郁症治疗前 ANT 结果在平均正确

率、警觉网络效率、定向网络效率、执行控制网络

效率和正常人群比较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说明

抑郁症患者警觉网络、定向网络、执行控制网络有

损害，提示抑郁症患者存在注意网络功能障碍。这

和诸亚萍［3］研究一致。与目前抑郁症的神经生化发

病机制假说相符，这也与抑郁症的一些临床症状相

符，如对连续提出的问题，回答较缓慢。和杜静等［6］

的研究在定向网络效率上有差异，定向网络的主要

功能是选择传入感觉信息的能力。说明抑郁症患者

在对靶刺激反应过程中，其选择传入靶刺激信息的

过程存在困难。这差别可能为样本年龄、教育情况、

临床表现、合作程度等方面所致，尚待进一步研究。

抑郁症注意网络功能与抑郁症状严重程度的相关性

分析显示，抑郁症治疗前 ANT 结果与 HAMD 评分存

在统计学差异相关，与杜静等研究的 ANT 指标与临

床资料的相关性一致。提示抑郁症患者注意功能损

害与异常的临床症状相关，抑郁症患者的注意网络

功能障碍愈明显，抑郁症状愈严重。

抑郁症注意网络功能与治疗效果研究显示，定

向网络效率的治疗前结果在有效组和痊愈组、无效

组比较无统计意义，分析认为目前抑郁症临床药物

治疗的基础是 5-HT、NE、DA 等神经递质功能障碍

假说，研究组治疗采用的是一线抗抑郁药物 SSRI 和

SNRI 类，对乙酰胆碱神经递质的影响较弱，而乙酰

胆碱［7］与定向网络功能关系密切，故可能对定向网

络功能影响不大。有研究观察到自儿童到成人，定

向网络功能发育后基本少变化、较稳定，而警觉和

执行控制功能发育后却一直变化［8］。也有研究认为

如果把 ANT 所使用的靶刺激箭头换成真人眼睛注视

方向的图片，会明显影响定向网络功能［9］。本研究

治疗第 6 周末不同疗效组治疗前的警觉网络效率与

执行控制效率结果之间比较有统计学差异，治疗效

果越差，警觉网络效率和执行控制效率的结果越明

显，提示注意网络功能障碍越明显，抗抑郁症治疗

效果越差。

本研究对象没有涉及儿童和青少年抑郁症人群，

此人群是注意功能发育的重要阶段。其次仅从症状

评定层面去探讨抑郁症患者的注意和治疗效果之间

的关系，这种效应的评估是大致基于一定实验条件

下的减法运算，有可能造成结果解释的误读，还需

要结合神经生理、生化、影像等手段研究。另外本

研究使用的 ANT 是经典的范式，此范式仅采用视

觉 - 空间刺激，以后还应进行包括视觉、听觉刺激

等的全面详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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