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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行为疗法在脑卒中抑郁症患者康复过程中的作用

李丽，赵明芳

[摘要]目的：研究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在脑卒中抑郁症(post—stroke depression，PSD)患者康复过程

中的作用。方法：将40例PSD患者随机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El服阿米替林，观察组在口服阿米替林同时加用

CBT，采用汉密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对患者进行测查，检测时问为脑卒中发病后1—11个月，2个月

检测1次。结果：在加用CBT后，观察组在6个月后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CBT在PSD患者康复过程中有

明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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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 in the restoration process

U Li．ZHAO Ming-fang

(Department ofNeurology，Mengeheng County Second People’S Hospital，Mengcheng Anhui 2335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in the restoration process in patients with post—

stroke depression(PSD)．Methods：Forty patients with PS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The

control group were administered only Amitriptyline for oral use，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CBT in addition to Amitriptyline．

All the patients were evaluated by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every two months from the first month to the eleventh month

after the attack．Results：After using CBT for six months，the HAM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ed compared with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Conclusions：CBT has an obvious effect on patients with PSD in the restor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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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depression)是脑卒中后的一种常见并

发症，占脑卒中患者的30％一70％⋯。脑卒中后抑

郁(post．stroke depression，PSD)是以心境低落、兴趣

下降、思维行动迟缓、睡眠障碍等为特征的常见并发

症，严重影响脑卒中患者的日常生活质量及原发疾

病的康复和转归，增加脑血管病的病死率。有关

PSD的治疗研究正成为一个新的热点，然而目前的

治疗仍多局限于药物治疗，而对于认知行为疗法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却重视不够。认

知行为疗法是从患者的认知角度人手，应用认知理

论、行为主义理论和方法对患者进行干预旧J。2003

年5月至2007年5月，我科对住院的PSD患者采用

阿米替林加CBT，疗效显著，现作报道。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按患者自愿原则，随机将40例分

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20例)：男12例，女8

例；年龄(65．35±7．22)岁。脑梗死13例，脑出血7

例。首次汉密顿抑郁量表(24项版本，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评分(25．40±6．58)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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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组(20例)：男14例，女6例；年龄(66．90±6．46)

岁。脑梗死12例，脑出血8例。首次HAMD评分

(25．30±5．56)分。两组性别、年龄、卒中类型、

HAMD评分均具可比性。

1．2入组标准 (1)首次发病，符合1995年全国

第4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修订的脑血管病诊断标

准‘3J，40例均经头颅CT或MRI检查确诊，后期统

计时排除在病程中再发卒中及中途失访者；(2)意

识清醒，查体合作，排除严重意识障碍、失语及卒中

前有智能障碍、精神异常或其它脑器质性疾病者；

(3)由2名医务人员操作，治疗1个月后对患者测

评，HAMD评分>17分，明确诊断为PSDHl；(4)因

需要对入组患者进行HAMD测试，人组患者均需具

有一定的语言理解及表达能力，能较顺利交谈，排除

各种失语患者和不能理解交谈者；(5)无合并心力

衰竭、呼吸衰竭或其它疾病急性期。

1．3治疗及测评方法对照组发病1个月后仅口

服阿米替林50 mg，1日3次，采用HAMD对患者进

行测查，检测时间为脑卒中发病后1—11个月，2个

月检测1次，由2名医师评测，评测时间10—
15 min。观察组治疗由经CBT训练并有经验的心

理治疗师(LS)或心理科护士(TF)负责，在患者卒中

发病1个月后开始CBT治疗，同时口服阿米替林50

mg，1日3次。教会患者一套认知和行为技术，对患

 



者的各种困难概念化和治疗方案公式化。认知治疗

可分为：(1)帮助患者认识思维活动与情感行为之

间的联系；(2)帮助患者认识消极歪曲或错误的思

维，检验支持和不支持自动思维的证据；(3)帮助改

变歪曲的、错误的思维方式、内容，发展更适应的思

维方式和内容。在以上步骤的实施中，同时采用各

种认知和行为技术，包括：(1)认识自动思维；(2)列

举认知歪曲；(3)改变极端的信念或原则；(4)检验

假设；(5)积极的自我对话；(6)三栏笔记法；(7)等

级任务安排；(8)日常活动计划；(9)掌握和愉快评

估技术；(10)教练技术等。目的是导致患者认知和

行为的改变，减轻抑郁发生的频度和强度。治疗频

次通常每周1次，持续1—3 h，早期每周对患者进行

情绪估价，检测进步情况，每2个月行HAMD评分，

评分过程同对照组，后期治疗可由患者自行完成，但

评分仍由专业人士评测。

I．4统计学方法采用t检验。

2 结果

两组发病后1个月，即行CBT治疗前HAMD评

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发病后3、5个月，

即CBT治疗后2个月、4个月HAMD评分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发病后7、9、11个月，即

CBT治疗后6、8、10个月HAMD评分，观察组均显

著低于对照组(P<0．01)(见表1)。

表1两组患者发病后不同时间HAMD评分比较(，l；=

20；孑4-s)

组别 1个月 3个月 5 q'fl 7个月 9个月 11个月

对照组25．40±6．58 24．55±6．33 22．65±6．04 19．00±5．71 13．85±5．04 7．65±5．01

观察组25．30±5．56 21．25±5．49 19．00±5．55 14．柏±4．94 8．15±4．25 2．60±3．45

l 0．05 1．76 1．99 2．鼹 3．87 3．7l

P >0．05 >O．05 >0．05 <0．01 <0．01 <O．0I

3讨论

PSD可使患者心情沮丧，对疾病和生活失去信

心，甚至有自杀行为瞪J。另外，抑郁症患者心理健

康知识水平普遍低下，尤其缺乏疾病的危险因素、临

床症状、药物知识、预防康复以及自我调节等健康知

识，这不仅影响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还直接影响患

者的生存质量，增加复发率、自杀率∞o。目前对PSD

的治疗仍多从器质性病变人手，而忽略了引起PSD

的病因有很多非器质性因素，包括社会因素、心理状

态、家庭环境、对疾病的认知情况甚至生活是否由其

爱人护理等，单纯予以抗抑郁药物治疗，由于药物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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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大，易发生其它问题，且疗效也看法不一，患者

也仅仅是被动治疗。

CBT是一组通过改变思维或信念和行为的方法

来改变不良认知，达到消除不良情绪和行为的短程

心理治疗方法，此法强调认知活动在心理或行为问

题的发生和转归起着非常重要作用，并且在治疗过

程中既采用各种认知矫正技术，又采用行为治疗技

术，治疗具有积极、主动、指导性、整体性和时间短等

特点，适用于各种心理障碍，如抑郁等。基础研究

中，认为反复性脑缺血是PSD的主要病因之一(7]，

而CBT可以通过改善脑血流状态，增加右基底核血

流量，从而改善抑郁症症状旧]。

PSD可发生于脑卒中后的任何阶段，但以第

1年居多，许南燕等∽1认为脑梗死后3～6个月抑郁

发生率最高，发病后1个月次之，1年以上发生率最

低。脑卒中患者发病后1个月以内多处于急性期，

故对PSD患者的测评及治疗宜从脑卒中发病1个

月以后开始，持续至发病后1年。

本研究结果显示，PSD患者康复治疗过程中，应

用抗抑郁药物的同时加用CBT，7个月后观察组

HAMD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且随着时间的延长评

分降低的差别逐渐加大(P<0．05)，说明PSD患者

康复过程中CBT起到非常有效的作用，随着治疗时

间的推移，药物的作用相对越小，CBT的作用相对越

好，且CBT有着药物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无毒副

作用，不受时间限制，在患者学会方法后可以自行治

疗或在家人的协助下治疗，从而减轻给患者心理上

带来的影响。因此对于PSD患者在积极予以药物

治疗的同时，尽快采用CBT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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