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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应用支持性心理疗法和认知行为治疗对老年抑郁症症状严重程度及生
活质量的影响

王尊尊 1 、 孙连峰 2 、 赵云东 3 、 时　习 4 、 陈坤玲 5 、 薛树龙 4

【摘要】目的　探讨支持性心理疗法和认知行为治疗（CBT）辅助应用对老年抑郁症症状严重程

度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研究对象选取我院 2016 年 3 月 ~2018 年 3 月收治的老年抑郁症患者

共 136 例，以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A 组（支持性心理疗法组，78 例）和 B 组（CBT 治疗组，78 例），分

别在舍曲林基础上加用支持性心理疗法和 CBT 疗法治疗；比较两组临床疗效。结果　B 组近期疗效，

治疗后 HAMD17 评分、GDS 评分、WSCT 评分及 WHOQOL-BREF 评分均显著优于 A 组、治疗前

（P< 0.05）。结论　相较于支持性心理疗法，CBT 疗法辅助应用用于老年抑郁症患者治疗有助于缓解

抑郁症状，改善认知功能，并有助于提高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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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two kinds of psycho-intervention regimens assisted with paroxetine on severity of depres-
sive symptoms and quality of life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WANG Zunzun，SUN Lianfeng，ZHAO 
Yundong，et al. Department of Aged Andrology，Psychiatric Hospital of Zhumadian City，Zhumadian 46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supportive psychotherapy and CBT therapy assisted with 

paroxetine on severity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quality of life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136 el-

derly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were chosen in the period from March 2016 to March 2018 in our hospital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both groups；Patients in group A were given supportive psychotherapy，while patients in group B were 

treated with CBT therapy. on the basis of sertraline；and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both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clinical efficacy for short-term，the HAMD17 score，GDS score，WSCT score and WHOQOL-BREF score after 

treatment of B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A group and before treatment（P<0.05）.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supportive psychotherapy，CBT therapy assisted with paroxetine in the treatment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can efficiently relieve depressive symptoms，improve cognitive function and be helpful to higher the quality of life.

【Key Words】Supportive psychotherapy；CBT therapy；Paroxetine；Elderly patients；Depression

以往对于老年抑郁症患者的临床治疗以抗抑郁

药为主，但存在停药后复发、不良反应多等问题；同

时因此类患者多存在认知歪曲现象，故心理干预的

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医学界的关注［1］。传统支持性心

理疗法辅助用于老年抑郁症治疗总体疗效欠佳，往

往不足 70％，难以满足临床需要；近年来国外学者

开始采用 CBT 疗法用于老年精神系统疾病治疗，并

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2］。本文旨在探讨支持性心理

疗法和 CBT 疗法辅助应用对老年抑郁症症状严重程

度及生活质量的影响，为心理干预方案选择积累更

多循证依据，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研究对象选取我院 2016 年 3 月 ~2018 年 3 月收

治的老年抑郁症患者共 136 例，以随机数字表法分

为 A 组和 B 组，每组各 78 例；A 组中男性 30 例，女

性 48 例，平均年龄为（68.15±5.93）岁，平均病程

为（11.83±2.06）个月，平均受教育时间为（10.83±

2.25）年，平均住院次数为（1.96±0.40）次，平均复

发次数为（2.13±0.55）次，根据婚姻状态划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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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 1 例，已婚 59 例，离异或丧偶 18 例，根据居住形

式划分，独居 15 例，与配偶居住 33 例，与子女居

住 30 例；B 组中男性 33 例，女性 45 例，平均年龄为

（68.30±5.96）岁，平均病程为（11.75±2.02）个月，

平均受教育时间为（10.91±2.28）年，平均住院次数

为（1.93±0.38）次，平均复发次数为（2.17±0.58）

次，根据婚姻状态划分，未婚 2 例，已婚 60 例，离

异或丧偶 16 例，根据居住形式划分，独居 17 例，

与配偶居住 33 例，与子女居住 28 例。两组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1.1　纳入标准　①符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

计手册》第五版［3］抑郁症诊断标准；②年龄≥ 60 岁；

③受教育年限≥ 9 年；④ HAMD17 评分≥ 18 分；⑤

方案经伦理委员会批准，且家属知情同意。

1.1.2　排除标准　①合并其他类型精神系统疾

病；②严重躯体性疾病；③严重自杀倾向；④酗酒或

药物依赖；⑤正接受其他心理干预；⑥重要脏器功能

障碍；⑦恶性肿瘤；⑧免疫系统疾病；⑨造血系统疾

病；⑩临床资料不全。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口服舍曲林（国药准字 H20051076，

规格 50mg），每次 50mg，每天 1 次；其中 A 组采用支

持性心理疗法治疗，即根据患者病情严重程度以倾听、

解释、支持、劝导等多种心理疏导方法，消除心中疑

虑，调节情绪状态，加快康复进程；B 组则采用 CBT

疗法治疗，即组织 14 次会谈，每次会谈时间约 45 

min，第 1-8 周每周会谈 1 次，第 9-12 周每 2 周 1 次：

第 1 次会谈建立治疗联盟，对患者个例进行解析；第

2 次根据主要问题列表并制定干预目标及计划；第 3-8
次针对抑郁症状群特征进行干预，包括：①常见认知

歪曲采用教育和正常化、苏格拉底式提问、事件 - 想

法 - 继发反应技术提高认知水平；采用行为活动记录

表推动进行愉快感和掌控感并存活动；②针对焦虑症

状采用教育和正常化、认知矫正、持续放松训练及角

色扮演干预重建认知；③针对睡眠障碍采用健康教育、

持续放松及规范日常作息表制定进行干预；④针对有

自杀倾向的患者首先评估风险，以自杀成本 - 效益分

析及问题解决列表矫正认知；⑤针对服药依从性不佳

的患者采用成本 - 效益分析及服药提醒卡，提高服药

依从性；第 9 次采用识别复发前兆训练、制定问题清

单及针对性问题解决清单预防复发，强化应对策略；

第 10 次回顾复习以往训练，发现记录问题；两组疗程

均为 12周。

1.3　观察指标

①抑郁症状严重程度评价采用 HAMD17 量表评

分和 GDS 量表评分［4］，分值越低提示症状越轻；②认

知功能评价采用 WSCT 量表评分，包括总测验次数、

正确应答数、错误应答数、持续错误数及分类数［4］；

③日常生活质量评价采用 WHOQOL-BREF 评分，包

括心理领域、生理领域、社会领域及环境领域［4］。

1.4　 疗效判定标准［4］

①临床治愈，HAMD 评分减分率＞ 75 ％；②

显效，HAMD 评分减分率为 51％-75％；③有效，

HAMD 评分减分率为 25％-50％；④无效，未达上述

标准。

1.5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软件选择 SPSS22.0；其中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以（x±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以％

表示；检验水准为α=0.05。

2　结果

2.1　两组近期疗效比较

A 组患者中临床治愈、显效、有效及无效分别

为 9 例，21 例，33 例，15 例，总有效率为 80.77％；

B 组患者中临床治愈、显效、有效及无效分别为 24
例，36 例，14 例，4 例，总有效率为 94.87％；B 组

近期疗效显著优于 A 组（P<0.05）。

2.2　两组治疗前后 HAMD17 评分和 GDS 评分

比较 

A 组治疗前、治疗后 6 周及 12 周 HAMD17 评分

分别为（23.16±5.09）分，（21.47±4.42）分，（18.31±

3.70）分；B 组治疗前、治疗后 6 周及 12 周 HAMD17
评分分别为（23.23±5.13）分，（19.94±3.29）分，

（15.28±2.97）分；A 组治疗前、治疗后 6 周及 12 周

GDS 评分分别为（14.70±3.38）分，（12.06±2.92）分，

（11.07±2.36）分；B 组治疗前、治疗后 6 周及 12 周

GDS 评分分别为（14.82±3.42）分，（10.12±2.60）分，

（8.82±1.98）分；B 组治疗后 HAMD17 评分和 GDS 评

分均显著低于 A 组、治疗前（P<0.05）。

2.3　两组治疗前后 WSCT 评分比较

B 组治疗后 WSCT 评分显著优于治疗前、A 组

（P<0.05），见表 1。

2.4　两组治疗前后 WHOQOL-BREF 评分比较

B 组治疗后 WHOQOL-BREF 评分显著高于 A

组、治疗前（P<0.05），见表 2。

3　讨论

已有研究证实［5］，认知行为干预可显著提高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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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于疾病作用机制及危害的认知水平，使其了解

疾病预后，提高治疗护理能动性，增强回归社会信

心；同时认知行为干预还能够促进患者形成健康思想

观念和良好生活习惯，最大化消除可能影响预后的

危险因素，这对于增强患者自身健康状态重视程度

和改善临床疗效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研究结果中，B 组近期疗效显著优于 A 组

（P<0.05）；B 组治疗后 HAMD17 评分、GDS 评分、

WSCT 评分及 WHOQOL-BREF 评均分显著优于 A

组、治疗前（P<0.05），提示 CBT 疗法辅助用于老

年抑郁症患者治疗在改善生存质量方面具有优势；

CBT 疗法在干预早期多通过非特异性因素起效，随

着矫正不良认知和消极应对措施等发挥作用等，可

通过实现积极认知行为模式重建进一步增强治疗效

果［6］；近期相关临床研究证实［7］，CBT 干预后能够

对抑郁症患者脑内认知控制网络进行调节，通过刺

激左膝下前扣带回和额下回功能连接，降低反应抑

制系统活性，增强情绪加工和认知监控系统作用效

应，辅助药物可最终达到更佳抑郁缓解效果；其中观

察组患者治愈率为 30.77％，较以往报道较低，笔者

分析后认为与评价标准不同有关。同时全部患者入

选后无脱落发生，这可能与患者及家属求治愿望较

强及心理支持疗法辅助应用后见效更为迅速有关。 

 以往研究认为 CBT 疗法对于 70 岁及以上、高中及

以下文化水平者具有疗效优势［8］，但本次研究中并

未发现，可能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①认知功能

影响心理治疗效果，认知功能受损者 CBT 疗效显著

降低；② CBT 疗法重建积极认知行为疗效发挥需要

依赖患者对治疗技术的领悟运用，而文化水平较低

者在此方面往往存在劣势；③研究纳入样本量较少，

有待更大规模随机对照研究进行分层分析。

综上所述，相较于支持性心理疗法，CBT 疗法

辅助应用用于老年抑郁症患者治疗有助于缓解抑郁

症状，改善认知功能，并有助于提高生存质量。但

鉴于纳入样本量少、随访时间过短及单中心等因素

影响，所得结论仍有待更大规模前瞻性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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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治疗前后WSCT评分比较（分）

组别 例数
总测验次数 正确应答数 错误应答数 持续错误数 分类数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78 115.87±8.64 110.47±6.06△ 63.89±5.30 70.55±6.40△ 41.79±8.89 37.07±5.51△ 23.76±5.50 21.89±4.14△ 2.42±0.48 2.60±0.53△

试验组 78 115.62±8.61 104.95±4.72△※ 64.34±5.44 82.19±8.84△※ 41.93±8.95 22.12±3.33△※ 23.98±5.57 18.05±3.06△※ 2.49±0.50 2.94±0.60△※

与A组比较，※P<0.05；与治疗前比较，△P<0.05

表2　两组治疗前后WHOQOL-BREF评分比较（分）

组别 例数
心理领域 生理领域 社会领域 环境领域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A组 78 56.74±6.11 62.84±10.69△ 40.48±4.67 45.86±6.02△ 32.76±3.78 35.53±4.56△ 82.05±5.32 85.33±6.48△

B组 78 56.92±6.15 68.32±14.56※△ 40.83±4.71 51.42±8.77※△ 31.91±3.71 39.20±6.37※△ 81.43±5.40 90.67±8.63※△

与A组比较，※P<0.05；与治疗前比较，△P<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