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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3 北京某三甲医院 155 例儿童住院病人精神科会诊病例分析 ------------- 王芳,张纪水,闻芳等 94 
PO-124 患者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水平与药物治疗之间的关联 ------------- 叶飞,肖文焕,詹琼琼等 94 
PO-125 品管圈管理在缩短三级综合医院心身病房出院病案归档时间的应用效果观察 -------- 李佳 95 
PO-126 正念减压疗法对身体意象的影响研究 ------------------------------------- 张天然,郗浩丽,范青等 95 
PO-127 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社会心理因素分析及其肝郁脾虚证 
 的治疗研究 ---------------------------------------------------------------------- 郝旭雯,汤博,魏晓东等 96 
PO-128 综合医院临床心理科 1050 例会诊患者特征分析 ----------------------- 李勇,贺丹军,李英辉等 97 
PO-129 疾病行为评估量表中文版初步修订 ---------------------------------------- 王东方,邓云龙,李锐等 97 
PO-130 Stop Bang+ESS 量表在失眠症患者 OSA 筛查中的作用 ------------- 童茂清,季蕴辛,阮列敏 98 
PO-131 生物反馈疗法治疗老年性睡眠障碍临床观察 ----------------------------------------- 孟云,周宏斌 99 
PO-132 综合心理干预对卒中后康复疗效的影响 ---------------------------------- 田国华,王彤宇,赵英等 99 
PO-133 内外控制点在晚期癌症患者的心理痛苦与临终尊严间的中介效应研究 ----- 张玉佳,薛云珍 100 
PO-134 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研究 ------------------------------- 郝蕊,李文正,夏磊等 100 
PO-135 上海市孕产妇抑郁和焦虑症状的调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庄文旭,李黎,杜莉等 101 
PO-136 比较电针刺激“内关”、“天枢”穴对 IBS 模型大鼠结肠动力 
 及结肠 D2 受体的影响------------------------------------------------------ 王珊,任晓暄, 郭孟玮等 102 
PO-137 CBT 结合右佐匹克隆治疗慢性失眠的临床疗效及依从性研究 ------- 孙芸,司纪剑, 杨坤等 102 
PO-138 睡眠护理在儿童精神科住院患儿中的应用 ----------------------------------------------------- 嵇威 103 
PO-139 某军区幼儿园教师疲劳状况与职业倦怠的关系研究 ------------------------- 吴彦敏,刘明,葛慈 103 
PO-140 蒙医心身互动疗法临床研究进展 -------------------------------------------------------- 纳贡毕力格 104 
PO-141 42 例老年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精神科就诊前调查 ------------ 林瑞钱,程文桃  ,  郑榕艳等 105 
PO-142 吸毒者内隐自尊水平和稳定性与对毒品内隐态度的关系 ------------------- 欧红霞,梅峰,杨昕 105 
PO-143 慢性失眠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和自主神经功能异常的相关研究 ---- 顾鑫,王文婷,刘义晗等 106 
PO-144 血管危险因素与阿尔茨海默病关系的荟萃分析 ---------------------------- 王清,谢春明,张志珺 107 
PO-145 道家认知疗法与药物治疗焦虑障碍的对照研究 ------------------------- 王兴,王志强,曹磊明等 107 
PO-146 “双心”模式干预在慢性心衰伴抑郁障碍患者中的相关研究 -------------------------- 刘园园 108 
PO-147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与抽动障碍共病心理社会因素相关性研究 ----------------- 吴爱勤,匡桂芳 109 
PO-148 脑卒中后抑郁患者血清神经生长因子的表达变化 ----------------------------------------- 何金彩 109 
PO-149 中性粒淋巴细胞比值是卒中后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 ----------------------------- 陈慧君,何金彩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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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0 乳腺癌患者 PRO 心身症状的报告特点基于 Cochrane 系统评价 
 检索试验注册平台的证据 ------------------------------------------------- 潘元青,梁海乾,申希平等 111 
PO-151 氧化应激与卒中后认知障碍的关系 -------------------------------------------------- 柳智华,何金彩 112 
PO-152 突发事件心理急救培训对医学生心理弹性和领悟社会支持的 
 干预研究 ------------------------------------------------------------------------- 薛占岭,薛云珍,刘捷等 112 
PO-153 睡眠质量对帕金森病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 ------------------------------- 刘慧苗,仇福成,马琳等 113 
PO-154 缺陷型和非缺陷型精神分裂症血清同型半胱氨酸及血脂研究 ---- 纪家武,郝楷荣,吴建凡等 113 
PO-155 失业难治性强迫症患者的认知功能与生命质量的研究 ---------------- 周朝昀,储昕,沙维伟等 114 
PO-156 中医五音疗法治疗身心疾病概述 ----------------------------------------------------- 曲鹏达,王志红 114 
PO-157 综合治疗对心血管疾病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的疗效分析 ------------------- 卢建敏,秦庆祝,李军 115 
PO-158 糖皮质激素滥用所致精神障碍 1 例 -------------------------------------------------------- 王瑜,张岚 115 
PO-159 脑血管病与血管性痴呆的病理、影像和实验室研究 ----------------------------------------- 张淼 116 
 
PO-160 加巴喷丁联合认知行为治疗对躯体形式疼痛障碍临床疗效和 
 安全性的对照研究 ------------------------------------------------------------- 杨泗学,金峻宇,吴江等 117 
PO-161 焦虑抑郁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依从性的影响 ----------------------------------------------- 陈燕 117 
PO-162 广泛性焦虑障碍及其共病抑郁的心率变异性研究 ------------------- 刘志鹏,伍海林,喻志敏等 118 
PO-163 广泛性焦虑症失眠患者心率变异性及其认知功能的分析 -------- 吴爱勤, 陈宏权,吴爱勤等 118 
PO-164 艾司西酞普兰对 MPTP 诱导急性帕金森小鼠模型的运动 
 和认知功能的影响 ---------------------------------------------------------------- 苑晓阳,顾平,敦昌平 119 
PO-165 脑卒中患者家庭关怀对失眠状况的影响：确定控制感、希望的 
 链式中介作用 ---------------------------------------------------------------- 范志光,袁群明,门瑞雪等 120 
PO-166 GAD-7 在中国综合医院住院患者中的信效度研究 ------------------------------ 王瑜,陈然,张岚 121 
PO-167 青浦区流浪乞讨肇事精神病患者风险评估及相关因素分析 -------------------- 吴建英,易正辉 121 
PO-168 医学留学生睡眠质量及影响因素分析 ---------------------------------- 王勇冲,阮列敏,季蕴辛等 122 
PO-169 功能性胃肠病患者的患病观念特点 ---------------------------------------- 熊娜娜,魏镜,柯美云等 122 
PO-170 MMSE、CDT、ADL 在阿尔茨海默病中的应用价值 ---------------------------- 邢永红,安中平 123 
PO-171 创伤后应激障碍样大鼠海马区 p38MAPK 的改变 ---------------------- 庞雨婷,邢文龙,张桂青 123 
PO-172 有自杀未遂史的抑郁症患者的代谢相关指标研究 -------------------------------- 周莉娜,王高华 124 
PO-173 护理干预对抑郁症患者治疗的影响 -------------------------------------------------------------- 孙楠 124 
PO-174 医护心一体的入院团体健康宣教模式对提高  
 心身病房患者治疗依从性的影响研究 -------------------------------------------------------- 王云琼 125 
PO-175 磁共振质子波谱分析谷氨酸能水平在首发精神分裂症中的研究进展 ----------- 袁念,杜向东 125 
PO-176 氧化应激与卒中后焦虑的关系 -------------------------------------------------------- 柳智华,何金彩 128 
PO-177 卒中后抑郁与空腹血糖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 王琼章,何金彩 129 
PO-178 电脑中频治疗仪在抑郁症合并便秘患者中的应用 ----------------------------------- 谭靓靓,孙楠 130 
PO-179 品管圈在将低心理精神科患者跌倒发生率中的应用 -------------------------------- 谭靓靓,杨莉 130 
PO-180 Study on expression of P2Y12 receptors of platelets in stable heart disease with 

depression patients  ---------------------------------------- Hou Yanbin,Ji Yunxin,Ruan Liemin 131 
PO-181 艺术疗法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症状改善和功能恢复的系统评价 ---------------- 王巍,刘烟,王宁 131 
PO-182 2015-2016 年氯氮平血药浓度监测及结果分析 ----------------------------------------------- 张颖 132 
PO-183 首发未服药抑郁症患者色氨酸羟化酶 2 基因多态性与脑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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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结构的关系 ------------------------------------------------------------------- 平亮亮,程宇琪,周聪等 132 
PO-184 微电流刺激仪联合抗抑郁药物治疗脑卒中后焦虑抑郁状态 ----------------------------- 尚芙蓉 133 
PO-185 急性轻中度脑梗死患者 NIHSS 评分与卒中后抑郁的相关性研究 ---------------------- 鲍军强 133 
PO-186 中国北方汉族糖尿病人群罹患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因素分析 ----------------------- 陈睿,于珮 134 
PO-187 失眠认知行为治疗对于失眠共病焦虑症的疗效观察 -------------------------------------- 邹学良 134 
PO-188 青少年骨髓移植对家庭兄弟姐妹的影响及处理措施 ----------------------------- 毛家鑫,阮列敏 135 
PO-189 早期生长环境对大鼠空间学习能力的长远影响 ------------------------- 金凤奎,李明,张聪沛等 135 
PO-190 背部走罐治疗失眠症的临床研究 -------------------------------------------------------- 范竹青,陈颖 136 
PO-191 述情障碍对抑郁症患者躯体症状及社交抑制的影响 ------------------------- 杨玥,何影,王婧等 136 
PO-192 舒肝解郁胶囊治疗轻-中度抑郁症不同证型的临床疗效分析 ------------ 沈慧,张捷,范竹青等 137 
PO-193 急性脑卒中患者的生存质量及其相关因素的研究 -------------------------------- 江静雯,刘建荣 137 
PO-194 极小剂量多塞平治疗脑卒中后失眠的疗效观察   ----------------------------------------- 朱祖福 138 
PO-195 rTMS 联合音乐治疗干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能及 
 生活质量的研究 ------------------------------------------------------------------- 易峰,李达,张国富等 138 
PO-196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患者睡眠质量的分析 ---------------- 陆巧,李哲,秦丽霞等 139 
PO-197 Investigation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oral mucosal disease --------------------------------------------------- Cui Hongmei,Liu Hongwei 140 
PO-198 度洛西汀导致尿潴留 1 例 ------------------------------------------------- 王训强,张庆玉,季蕴辛等 140 
PO-199 双相障碍患者冲动攻击行为与谷氨酸受体 6 基因多态关联研究 ----------------- 胡伟,邹韶红 141 
PO-200 “中庸之道”在心理治疗中的价值研究 -------------------------------------------- 张满燕,袁勇贵 141 
PO-201 丹参多酚酸改善 APPswe/PS1dE9 双转基因小鼠学习和记忆的 
 行为学研究 ------------------------------------------------------------------------- 沈莉,王铭维,韩冰等 142 
PO-202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Cancer Self-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Scale for 

Chinese Cancer Patients ----------------------- Feng Linsen,Li Xinyue,Wang Hongrong etc. 143 
PO-203 路易体痴呆和额颞叶痴呆患者认知功能和神经精神行为的比较 ---- 邹永明,李攀,张惠红等 144 
PO-204 家庭教养方式和人格特质对青少年网络成瘾行为的交互作用分析 -------------------- 蒋敏慧 144 
PO-205 胃食管反流病患者人格、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 -------------------------- 阿地拉·阿吉,邹韶红 145 
PO-206 防御方式对 SCL-90 得分的影响 -------------------------------------------------------------- 李幼东 145 
PO-207 神经调控在癫痫共患病的应用 ------------------------------------------------- 樊京京,史伟雄,王群 146 
PO-208 康复疗法对住院老年痴呆患者应用的调查研究 -------------------------------------------- 孔娴波 147 
PO-209 具有血管危险因素抑郁发生状况及干预的临床研究 ---------------- 朱祖福,吴淑芳  ,陆梦茹 147 
PO-210 盐酸帕罗西汀和米氮平对老年抑郁症患者血清炎性细胞因 
 子的影响 ------------------------------------------------------------------------- 李晶晶,梅刚,瞿秋霜等 147 
PO-211 黛立新联合心理干预治疗围绝经期焦虑抑郁临床疗效的对照研究 -------------------- 王文蓉 148 
 

书面交流 
 
PU-001 神经递质功率及血浆 5-HT 水平与脑卒中后抑郁的相关性 --------------------------- 刘津,宋扬 149 
PU-002 柴芩姜枣汤治疗脾虚肝热型原发性失眠临床疗效观察 ------------------- 付清楠,刘清泉,张捷 149 
PU-003 经颅磁刺激联合帕罗西汀治疗躯体形式障碍的临床疗效观察 -------------------- 孟云,周宏斌 150 
PU-004 医养结合背景下双心照护服务模式对老龄慢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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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影响研究 ----------------------------------------------------- 姜海婷,陈家应 150 
PU-005 Comparative efficacy and acceptability of psychotherapies for  
 acute anxiety disorder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network meta-analysis ----------------------- Zhou Xinyu,Zhang  Yuqing , Teng Teng etc. 151 
PU-006 心理复原力对灵性应对的影响：心理一致感的中介作用 ----------------------- 薛占岭,薛云珍 152 
PU-007 冷库治疗产后风湿病的疗效观察 ------------------------------------------- 李长红,魏琴,魏思璐等 152 
PU-008 综合医院心身科心理工作开展的困境及对策 ----------------------------------------- 杨俊华,周波 153 
PU-009 比较电针“合谷”“足三里”穴对 IBS 模型大鼠结肠动力及结肠 
 M3 受体表达的影响 ----------------------------------------------------------- 蓝莹,任晓暄,郭孟玮等 153 
PU-010 早期应用艾司西酞普兰预防卒中后抑郁的对照研究 ----------------------------- 王志伟,田书娟 154 
PU-011 躯体症状障碍诊疗策略 ----------------------------------------------------------------- 邓云龙,王东方 155 
PU-012 柴胡桂枝干姜汤治疗失眠的研究进展 ----------------------------------------------- 朱雪琦,刘清泉 155 
PU-013 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患者血清细胞因子病例对照研究 ---------------- 冯蕾,邹韶红,王秀丽等 156 
PU-014 新疆某石化基地员工心理健康水平与不同民族之间差异的研究 -------------- 张丹妮,蒋春霞 157 
PU-015 心血管内科住院患者并发焦虑和抑郁现状调查 ----------------------------------------- 张臻,朱宁 157 
PU-016 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疾病特点与 HTR3A 及 HTR3B Tag SNP 的关联性 --------- 简佳,唐茂芹 158 
PU-017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与交通事故关系的研究 ---------- 王勇冲,季蕴辛,阮列敏 159 
PU-018 心理干预对慢性疼痛患者负性情绪及失眠的影响 ------------------- 薛云珍,常旭珍,张海波等 159 
PU-019 引导式教育对 1-3 岁脑瘫患儿情绪社会性发展的影响  ---------------------------------- 黄燕霞 160 
PU-020 抑郁症残留症状的中西医治疗 ------------------------------------------------------- 周祥,沈莉,颜红 160 
PU-021 慢性应激对 Nrf2 敲除鼠认知功能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 吕超男,王铭维 161 
PU-022 非药物治疗改善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研究进展 ----------------------------------------- 刘恒嘉,张捷 161 
PU-023 电话回访式健康教育对强直性脊柱炎出院患者遵医行为的影响 ----------------- 王颖,封海霞 162 
PU-024 医生情绪智力及应对方式对医患关系的影响 ---------------------------- 浦方芳,柏涌海,张文跃 162 
PU-025 经历车祸事件所致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民族差异性研究 ---------------- 隋莲和,庞雨婷,张桂青 163 
PU-026 品管圈管理在降低心身病房噪音量的应用效果观察 ----------------------------------------- 李佳 163 
PU-027 Orem 自理模式在青少年情感性障碍患者中的应用 ------------------------------------------ 闫兰 164 
PU-028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Val66Met) genetic polymorphism and Alexithymia in 
 Patients with panic disorder -------------------------- Zou Zhili,Zou Zhili ,Huang Yulan  etc. 164 
PU-029 63 例非亲缘外周造血干细胞供者的心理护理 ------------------------------------------------- 毕静 165 
PU-030 认知行为疗法对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负性情绪的干预效果研究 ----------------- 孙垚,史宝欣 165 
PU-031 一般交通事故经历者急性应激障碍的发生率及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 隋莲和,庞雨婷,张桂青 166 
PU-032 抑郁症患者依恋特征、人格、家庭环境的相关研究 ----------------------------- 武月霞,方建群 166 
PU-033 基于 ALFF 及 fALFF 的双相抑郁患者静息态 
 脑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 ------------------------------------------------------- 张鹏,胡少华,陆邵佳等 167 
PU-034 急性缺血性轻型卒中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研究 ----------------------------------------------- 张政 167 
PU-035 一脑卒中高危人群颈动脉斑块及颈总动脉内中膜增厚的危险因素分析 ----- 王春芳,臧大维 168 
PU-036 黄连阿胶汤治疗纤维肌痛综合征的临床研究 ---------------------------- 李长红,魏琴,冯艳广等 168 
PU-037 心身医学在肿瘤患者家庭中的应用 -------------------------------------------------------------- 曹倩 169 
PU-038 624 茂县泥石流后灾民急性应激反应的发生情况分析 ----------------------------------- 银春燕 169 
PU-039 某三甲医院不同临床科室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状况的对比分析 -------------------------- 刘向来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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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0 Nicotine dependence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treated in primary care 
center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 Li Yan,Hou Cailan ,Ma Xinrong etc. 171 

PU-041 慢性冰毒成瘾者戒断后亚急性期抑郁和焦虑症状发生率增加 ----------------- 栾晓倩,何金彩 172 
PU-042 不同起病年龄老年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损害及血管风险因素特点 ----------------------- 张政 173 
PU-043 男性缺陷型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 BDNF、GDNF、睾酮、催乳素 
 与社会功能研究 -------------------------------------------------------------------------- 唐小伟,张向荣 173 
PU-044 抑郁症照料者负担的影响因素及干预效果评价 ------------------------- 杨科华,沈群燕,吕杏慧 174 
PU-045 躯体症状认知行为治疗合并艾司西酞普兰治疗惊恐障碍的效果评价 ---- 余波,银春燕,杨昆 174 
PU-046 西藏林芝地区 87 例住院藏族妇女身心疾病临床分析及探讨 ------------------ 铭勇,普布扎西 175 
PU-047 脑卒中偏瘫患者早期康复护理的进展研究 ----------------------------------------------------- 马园 175 
PU-048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Meta-cognitions about Health 

Questionnaire -------------------------------------------------------------- Dai Lisha,Deng Yunlong 176 
PU-049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对甲状腺激素的影响 ----------------------- 余银亮,王丹萍  , 翁赛峥等 176 
PU-050 膝骨性关节炎患者的抑郁状态及相关因素分析 ------------------------- 杨小立,廖侠,张青峰等 177 
PU-051 精神科医务人员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探讨 ----------------------------------------------- 桑红,李磊 177 
PU-052 化疗对胃肠肿瘤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 ---------------------------------- 张文跃,易正辉,潘湘涛等 178 
PU-053 精神科护理人员职业暴露状况的现状分析及防护进展 ----------------------------------- 李水娟 178 
PU-054 谷氨酸转运体（SLC1A3）基因多态性与青少年自杀未遂的 
 关联分析☆ ---------------------------------------------------------------------- 艾明,靳佳佳,冉柳毅等 179 
PU-055 BDNF 外显子 I 区域 DNA 甲基化、应激事件与抑郁症的相关性 ------------------------- 孙亭 179 
PU-056 根据多导睡眠图实施针对性睡眠护理在广泛性焦虑 
 障碍患者中的应用 ---------------------------------------------------------- 朱伟玉,徐美英,高志虹等 180 
PU-057 产后抑郁症影响因素的研究 -------------------------------------------------------------- 叶云,阮列敏 180 
PU-058 个性化心理护理对骨伤患者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 ------------------------- 常晶晶,何平,路光平 181 
PU-059 黛力新引起排尿困难 1 例 ------------------------------------------------- 许旺旺,胡嫣然,毛家鑫等 181 
PU-060 Stigmatizing attitudes and social distance towards  
 schizophrenia and depression among Chinese caregivers:  
 findings from a survey of mental health literacy and  
 stigma in China --------------------------------------- Chen Shubao,Wu Qiuxia,Wang Xuyi etc. 182 
PU-061 PTSD 相关恐惧记忆消退研究进展 ------------------------------------- 张庆玉,阮列敏,季蕴辛等 182 
PU-062 护理人员心身健康水平与生活事件的关联性研究 -------------------------------------------- 高放 183 
PU-063 创伤暴露者早期叙事治疗干预的相关研究 ------------------------------- 庞雨婷,隋莲和,张桂青 183 
PU-064 简易认知行为干预对脑卒中后睡眠障碍治疗效果的对照研究 ---------- 徐显凤,杨晓光,胡强 183 
PU-065 50 例白癜风患者计算机多相个性测量诊断系统分析 ---------------------------------------- 张政 184 
PU-066 团体正念认知疗法治疗强迫症中的治疗关系 ---------------------------- 陆璐,张天然,王建玉等 184 
PU-067 舒肝解郁胶囊与地西泮片治疗酒精依赖综合征伴焦虑 
 情绪患者的对照研究 ---------------------------------------------------------- 夏青春,陈科,陈小郧等 185 
PU-068 睡眠-觉醒障碍数据库的建立及应用 --------------------------------------------- 刘艳艳,杜宁,薛蓉 185 
PU-069 精神分裂症患者体重增加情况及相关因素分析                  闫冬梅,裴树景,段建丽等186 
PU-070 南通市非体力劳动者亚健康诊断标准的研究与探讨 ------------------- 戴伟华,蒋娟,李雄伟等 187 
PU-071 一款更加适合中国人群的心身医学评估量表软件    ------------------------------- 唐昀,方议兴 188 
PU-072 新疆兵团少数民族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心理的研究 ------------------- 庞雨婷,隋莲和,张桂青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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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3 引起躁狂症患者攻击行为的危险因素及护理措施探究 ------------------- 杜群丽,钱志萍,余斌 188 
PU-074 不孕症患者心理问题研究进展 ---------------------------------------------- 胡嫣然,胡朦,阮列敏等 189 
PU-075 Decreased left insular volume as a potential endophenotype 
 for schizophrenia ----------------------------------- Guo Wenbin,Zhang Hongxing,Xu Xijia etc. 190 
PU-076 抗精神病药对首发精神疾病 QTc 间期变化的相关因素分析 ------ 吕笑丽,王碧馨,满丽娟等 190 
PU-077 团体心理干预对骨伤康复疗效的影响 ------------------------------------- 田国华,王彤宇,赵英等 191 
PU-078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抑郁情绪对疲劳状况的影响研究 ----------------------------------- 董丽平 191 
PU-079 探讨缺血性脑小血管病(Cerebral Small Vessel Disease, CSVD) 
 患者认知障碍类型与红细胞淀粉样变之间的相关性 ---------------------------- 郭丹,刘蕾,薛蓉 192 
PU-080 功能性胃肠病合并精神心理因素 474 例临床特点回顾性研究 ---------- 孟霞,吴婧,朱新影等 192 
PU-081 家庭环境、教养方式和人格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 
 影响及影响路径 ---------------------------------------------------------------- 张嫚茹,王国强,刘健等 193 
PU-082 重度碳酸锂中毒伴高钾血症一例 ---------------------------------------------- 胡朦,胡嫣然,阮列敏 193 
PU-083 团体箱庭疗法对生态移民青少年行为问题的干预疗效 ------------- 刘艳秋,方建群,孙文喜等 194 
PU-084 照顾者支持系统在脑卒中患者心身康复中的应用 ----------------------------------------- 封海霞 195 
PU-085 绘画心理治疗干预医生职业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现状 ----------------------------------- 王春艳 195 
PU-086 正念疗法对肾透析患者抑郁症状的干预研究 ---------------------------------- 杨扬,毕光宇,卜玲 196 
PU-087 精神科医务人员职业倦怠的对策分析 ----------------------------------------------------- 桑红,李磊 196 
PU-088 精神疾病病耻感的相关因素 ---------------------------------------------------------- 王巍,刘烟,王宁 197 
PU-089 护士职业获益感干预策略的研究进展 -------------------------------------------------- 黄蓓,李玉梅 197 
PU-090 老年患者的焦虑抑郁问题及处理 ----------------------------------------------------------------- 朱宁 198 
PU-091 阴性症状为主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 p-mTOR、IL-10 水平变化 
 及关联性研究 ---------------------------------------------------------------------- 赵心灵,于玲,李婷等 198 
PU-092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shamed-controlled trial of high-frequency r 
 TMS for cognitive impairments in chronic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ith predominant negative symptoms  ----------------- Du Xiangdong,Lv Xiaoli,Li Zhe etc. 199 
PU-093 针药联合对抑郁症早期起效及认知功能影响的临床研究 ------------- 梅妍,邢未未,黄立芳等 200 
PU-094 临床诊断纤维肌痛症的患者中仅三分之一符合纤维肌痛 
 分类标准 ---------------------------------------------------------------------- 姚中强,张警丰,李常虹等 200 
PU-095 失眠障患者相关因素及神经心理特征的临床研究 ---------------------------- 刘艳艳,杜宁,薛蓉 201 
PU-096 安全感对生活事件与惊恐障碍疾病严重程度的中介作用 ---------------- 邹志礼,周波,邱剑等 201 
PU-097 舒肝解郁胶囊对慢乙肝伴抑郁患者外周血淋巴 
 细胞亚群的影响 ------------------------------------------------------------- 苏少慧,刘洪娜,胡义亭等 202 
PU-098 SBAR 沟通模式在肾脏科危重病人血透转运交接中的 
 应用效果研究 ---------------------------------------------------------------------- 余卫卫,张莉,于静等 203 
PU-099 氟西汀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对无症状脑梗塞老年 
 抑郁的疗效观察 ------------------------------------------------------------------- 耿松,朱毅平,郭萍等 203 
PU-100 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治疗前庭周围性眩晕合并焦虑状态患者疗效观察 ----------------- 王雪 204 
PU-101 塞来昔布联合利培酮治疗精神分裂症认知损害的疗效研究 ------------- 杨远坚,王省堂,李侃 204 
PU-102 肌萎缩侧索硬化患者脑脊液及血清中各因子的评估 -------------------------------- 郭洁,臧大维 205 
PU-103 浅谈抗生素 -------------------------------------------------------------------------------------------- 张颖 205 
PU-104 分析原发性失眠症患者的焦虑、抑郁以及认知功能状况 -------------------------- 孟莉,王铭维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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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5 多奈哌齐与奥氮平联合在老年痴呆精神行为症状 
 治疗中的效果及安全性研究 ----------------------------------------------------------------- 鲍成,余斌 207 
PU-106 联动式电刺激镜像疗法对亚急性期脑损伤偏瘫患者 
 心理状况的影响 ------------------------------------------------------------------- 陈程,张一,龚显玉等 207 
PU-107 应激诱导的糖皮质激素抵抗在 AD 鼠认知功能损害中的作用 ------------------ 吕超男,王铭维 208 
PU-108 综合心理干预对初中独生子女情绪问题的初步效果 ---------------------- 刘桥生,余斌,朱虹等 208 
PU-109 远洋渔民神经质人格与抑郁症状的关系：舰艇环境 
 应激的调节作用 ------------------------------------------------------------------- 李赛兰,杨娟,姜红娟 209 
PU-110 失业难治性强迫症患者的心理特征的研究 ---------------------------- 周朝昀,王万章,张晓斌等 209 
PU-111 合并抑郁症状的 IBS 患者 IGF 和 GABA 受体表达 ------------------------------ 宋继中,王巧民 210 
PU-112 依据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分析抑郁症患者临床特点 ----------------------------------------- 王世江 211 
PU-113 多种抗精神病药均致低血压 1 例 -------------------------------------------------------------- 郝金玉 211 
PU-114 慢性应激加剧 APP/PS1 鼠海马区病理及代谢物质的改变 -------------- 韩冰,沈莉,吕超男等 212 
PU-115 双相障碍儿童攻击行为与自我意识的相关性研究 ----------------------------------------- 佟钙玉 213 
PU-116 认知功能与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关系 -------------------------------------------------- 张晓斌 213 
PU-117 皮质下缺血性脑小血管病患者睡眠质量改变的临床研究 ------------------- 刘艳艳,刘蕾,薛蓉 214 
PU-118 慢性失眠患者血清内分泌指标（TSH、T3、T4、皮质醇）、炎性 
 因子（IL-6）及 BDNF 的相关临床研究 ---------------------------------------- 王芳,韩雪娇,薛蓉 215 
PU-119 团队随访对癌痛患者延续管理的效果观察 -------------------------------------------------- 芮冶昊 215 
PU-120 抑郁症患者依恋类型、防御方式及其关系研究 ----------------------------------------- 王婧,周波 216 
PU-121 十二段锦健身气功改善老年人心身健康状况的研究现状 ---------------- 尤圣杰,张捷,刘恒嘉 216 
PU-122 妊娠早期孕妇睡眠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 童萍,彭燕 ,高霞  等 217 
PU-123 基于情志因素探讨子宫肌瘤的发病和治疗 ---------------------------------- 刘宇,李冬华,陈超等 217 
PU-124 佛罗里达强迫问卷（FOCI）信度效度研究 --------------------------------- 曹璇,王建玉,高睿等 217 
PU-125 西藏林芝地区 87 例住院藏族妇女身心疾病临床分析及探讨 --------------------- 铭勇,王文君 218 
PU-126 心理治疗干预食管癌患者伴发情绪障碍的国内研究进展 -------------------------- 殷秀敏,张捷 218 
PU-127 皮质下缺血性脑小血管病患者睡眠质量改变与脑白质病变  
 分级相关性的临床研究 ---------------------------------------------------------------- 王芳,刘蕾,薛蓉 219 
PU-128 聚丙烯薄膜驻极体对失眠的疗效观察 -------------------------------------------------------- 邹学良 219 
PU-129 基于人文关怀的心理护理干预在卒中后抑郁患者中的应用 ----------------------------- 李慧敏 220 
PU-130 皮质下缺血性脑小血管病患者认知功能受损特征与脑白质病变  
 分级相关性的临床研究  ----------------------------------------------------------- 万亚会,刘蕾,薛蓉 220 
PU-131 皮质下缺血性脑小血管病患者外周血红细胞膜 Aβ沉积的临床研究 ------- 王芳,刘蕾,薛蓉 221 
PU-132 焦虑预处理对急性帕金森病模型小鼠的影响 ------------------------------- 吕俊丽,刘俊骞,顾平 221 
PU-133 以焦虑抑郁、格林-巴利综合征为首发表现的系统 
 性红斑狼疮 1 例 ---------------------------------------------------------------- 李婧,史万英,吕晓培等 222 
PU-134 “愉悦感丧失”患者的临床决策模式初探 ---------------------------------- 张光银,沈莉,周博等 222 
PU-135 甘麦大枣汤对“怒”模型大鼠前额叶和杏仁核中 BDNF、SERT 
 基因表达的影响研究 -------------------------------------------------------------------- 倪红梅,徐铭悦 223 
PU-136 艾司西酞普兰抗抑郁疗效与 CYP2C19 及 5-HTT 基因多态性 
 关联性分析 ---------------------------------------------------------------------- 赵蓓,李国海,章皎洁等 223 
PU-137 迟发性运动障碍与血清胶质细胞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关系 ---------- 叶飞,肖文焕,詹琼琼等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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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8 晚期癌症患者对灵性照护需求状况的调查研究 ----------------------------------------------- 田畅 224 
PU-139 经络导频仪配合针灸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 王惠慈,刘舜尧 225 
PU-140 纤维肌痛综合征 465 例回顾性临床分析------------------------------------- 李长红,魏琴,李坤等 225 
PU-141 皮质下缺血性脑小血管病患者脑白质病变与外周血红 
 细胞膜 Aβ沉积相关性的临床研究 ------------------------------------------------ 郭丹,刘蕾,薛蓉 226 
PU-142 大学生心理疾病污名及其与共情水平之间的关系 ----------------------------------- 梁颖诗,李杰 226 
PU-143 悦纳疗法理论与操作构建 -------------------------------------------------------------- 邓云龙,周红桂 227 
PU-144 偏头痛患者述情障碍的相关研究综述 ------------------------------------------- 吴彦敏,刘明,葛慈 227 
PU-145 认知行为疗法联合药物治疗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患者自杀意念的疗效研究 -------- 胡曼娜 228 
PU-146 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同状态下脑网络效应连接的初步探索 ----------------------- 王怡君,王惠玲 229 
PU-147 预防老年痴呆住院患者跌倒的护理对策研究 ----------------------------------------------- 邬梅红 229 
PU-148 阿立哌唑对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的影响 ---------------------- 余斌,姜淑珍,杨远坚 229 
PU-149 综合医院消化内科住院患者抑郁现状 及影响因素研究. ------------------------------ 李明,熊鹏 230 
PU-150 皮质下缺血性脑小血管病患者认知功能受损特征的临床研究 ------------- 万亚会,刘蕾,薛蓉 231 
PU-151 食道癌伴抑郁患者脑电图变化与额叶认知功能损害关联研究 ---------- 曹音,周先举,陈霞等 231 
PU-152 睡眠和记忆的巩固的研究与梦的形成机制探讨  ------------------------------------------- 毛永军 232 
PU-153 双心医学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 朱宁 232 
PU-154 大学生心理疾病污名及其与共情水平之间的关系 ----------------------------------- 梁颖诗,李杰 233 
PU-155 阿司匹林抵抗的性别差异与脑梗死患者血小板糖 
 蛋白基因多态性的相关性研究 -------------------------------------------------------------------- 吴勇 234 
PU-156 肠道微生物与情感障碍 ----------------------------------------------------------------- 王红星,王玉平 234 
PU-157 艾司西酞普兰对抑郁症患者凝血功能的影响 ------------------------- 沈仲夏,沈鑫华,章晓梅等 235 
PU-158 MECT 对原发性顽固失眠症的疗效观察 ----------------------------------------------------- 杨文君 235 
PU-159 女性抑郁症中医体质特征与神经内分泌相关研究 ---------------------- 梅妍,郝俏也,黄立芳等 236 
PU-160 心理护理联合生物反馈治疗对行体外受精-胚胎 
 移植术患者应对方式、焦虑、抑郁干预的预研究 -------------------------------------- 黄辛,孙华 236 
PU-161 情绪性躯体症状中医证候特点及药物干预对照研究 ---------------------- 梅妍,杨曼,黄立芳等 237 
PU-162 皮质下缺血性脑小血管病患者情绪改变的临床研究 ------------------------- 万亚会,刘蕾,薛蓉 238 
PU-163 皮质下缺血性脑小血管病患者情绪改变与脑白质病变分级 
 相关性的临床研究 ---------------------------------------------------------------------- 郭丹,刘蕾,薛蓉 238 
PU-164 血清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与帕金森病抑郁症状相关性研究 --------- 冯耀耀,张长国,陈静等 239 
PU-165 思维导图在肾脏穿刺活检术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 袁玲,余卫卫,于静等 239 
PU-166 朱婉华教授益肾蠲痹法辨治纤维肌痛综合征经验钩沉 ------------------- 张侠福,蒋恬,何峰等 239 
PU-167 经颅磁对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影响的 Meta 分析 --------------------------------------- 王兴,潘奕 240 
PU-168 舒肝解郁胶囊联合舍曲林在改善产后抑郁患者的抑郁状态 
 及生活质量的临床效果研究 ---------------------------------------------------- 戴红,吴杰,费锦锋等 240 
PU-169 整合医学的实践途径—四全诊疗模式 -------------------------------------------------- 邓云龙,马鑫 241 
PU-170 边缘型人格特质青少年的自残行为初探 -------------------------------------------------- 陈旭,周波 241 
PU-171 肺动脉高压患者的焦虑有时与医生的态度相关 ——记一次肺 
 动脉高压患者的访谈 -------------------------------------------------------------------------------- 朱宁 242 
PU-172 医联体框架下运用信息平台交互实现重精病人的网格化的管控  ---------------------- 张玲玲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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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1 
基于默认网络亚网络的晚发型抑郁症风险因素分析及其认知

相关性 
 

刘瑞 1,岳莹莹 2,侯正华 2,袁勇贵 2,王桥 1 
1.东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2.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心理精神科，东南大学医学院，东南大学心身医学研究所 
 
 
目的 脑影像研究显示默认网络（DMN）内异常的功能连接对晚发型抑郁症（LOD）认知损伤具

有重要的作用，然而 DMN 亚网络的作用报道甚少，尤其未见将 DMN 网络内的功能连接作为

LOD 的潜在风险因子报道。因此，本文将基于 DMN 亚网络探索 LOD 的风险因子及其与认知

的相关性。 
方法 入组 30 例 LOD 患者和 40 例健康被试（HC），采集静息态核磁共振数据、抑郁程度评

估和认知量表评估，包括数字广度测验（DST）、听觉词语学习测验（AVLT）、言语流畅性测

验（VFT）和连线测验（TMT）。首先分别提取以腹内侧前额叶（vmPFC）和后扣带回（PCC）

为中心的 DMN 亚网络，并提取相应的功能连接值。然后对其采用多变量逻辑回归进行分析，

提取风险因子，利用 ROC 曲线对其预测性能进行评估。最后再将提取的风险因子与汉密尔顿

抑郁量表（HAMD）和认知领域内相应测试量表分别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本研究共发现三个风险因子：vmPFC 与颞中回（MTG）的功能连接，vmPFC 与楔前叶

（PCu）的功能连接和 PCC 与 PCu 的功能连接。ROC 曲线面积为 0.91（P < 0.05），具有非

常好的预测效能。并且，相关结果显示 vmPFC 与颞中回（MTG）和 PCC 与 PCu 的功能连接

值随着 HAMD 分值的增高而降低（R = -0.42，P < 0.001；R = -0.32，P < 0.001），但 SDMT
（R = 0.34，P < 0.05；R = 0.46，P < 0.001）和 VFT-动物量表（R = 0.42，P < 0.001；R = 
0.43，P < 0.001）分值也随着增高。vmPFC 与 PCu 的功能连接值随着 HAMD 分值的增加而

显著增高（R = 0.34，P < 0. 05），而对应的 SDMT（R = -0.28，P < 0.05）和 VFT-动物量表

（R = -0.28，P < 0.05）显著降低。三个风险因子与 AVLT 和 DST 量表评分均无显著相关性。 
结论 本次研究证实了 LOD 患者在认知损伤主要体现在执行功能和信息处理方面，并表明了

DMN 子网络中 vmPFC 与 MTG，vmPFC 与 PCu 和 PCC 与 PCu 的功能连接能作为 LOD 发生

的重要预测因子，为 LOD 的早期识别和治疗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OR-002 

中国版心身疾病研究用诊断标准的研制 
 

刘晓云 1,2,吴爱勤 3,袁勇贵 1,2 
1.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东南大学医学院心身医学研究所 
3.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医学科 

 
 
目的 探讨适合于中国人群心身疾病的研究用诊断标准，加强对于心身疾病的诊治。 
方法 1995 年，国际调研组提出心身研究的诊断标准（DCPR），补充 ICD-10、DSM、CCMD
的临床诊断以及科研应用的不足。它是一个简单、可靠且有效的定式访谈工具，包含了关注心

理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及关注异常疾病行为两大方面共十二个症状。2017 年国际调研组对 DCPR
的部分条目进行了修改，相比于 1995 年版的诊断标准，新的版本增加了适应负荷、疑病症，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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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于压力、个性、患病行为和心理表现四大方面共 14 个条目的症状，更加全面系统的对心身

疾病进行了诊断。基于以上研究基础，探讨适合于中国人群心身疾病的研究用诊断标准。 
结果 鉴于中国人群的心身疾病不同于其他各国的临床实际，我们在 2017 年版 DCPR 的基础

上增加了神经质、体像障碍、逛医行为以及与重大疾病/手术相关的躯体不适共四个条目内容，

并将疑病症改为疑病观念，关注于应激与个性、患病行为、心理表现三大方面共十八项内容。

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心身医学研究用诊断标准，即 2017 中国版心身医学研究用诊断标

（CDCPR）。    
结论 过去的几十年，人们对与躯体疾病的易损性、治疗和预后的密切相关的可调节的心理因素

的评估日益关注。然而，目前，心身医学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心身疾病的筛查工具的创制

和诊疗规范的制定仍需进一步完善。 
 
 
OR-003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持续正压通气治疗即刻效果

的分析 
 

秦丽霞,李哲,陆巧,周波 
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持续气道正压通气（CPAP）对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OSAHS）患者夜间睡眠

结构、日间嗜睡及主观睡眠感知觉的即刻效果。 
方法 纳入 2015年 8月至2017年 6月于四川省人民医院心身科睡眠中心就诊的中重度OSAHS
患者[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HI）≥15次／h]78例[男53例，女性 25例，平均年龄（51.08±13.18）
岁]，均填写 Epwoth 嗜睡量表（ESS）、晨起问卷，完成整夜多导睡眠图监测（PSG）、整夜

CPAP 治疗及日间多次睡眠潜伏期试验（MSLT）。平均睡眠潜伏期（MSL）<10min 为日间过

度嗜睡组[EDS 组，男 38 例（73.1%）]，MSL≥10min 为无嗜睡组[NO EDS 组，男 15 例（57.7%）]。
分别对两组间 CPAP 治疗前后 ESS 评分、睡眠结构、睡眠感知觉等的变化进行分析。 
结果 与 NO EDS 组相比，EDS 组平均年龄较小，ESS 评分高，客观睡眠潜伏期（SL）缩短，

客观总睡眠时间（TST）长（P 均<0.05）。两组间体质指数（BMI）、颈围、腰臀比、共病率

（高血压、心律失常、冠心病、糖尿病、脑血管病、甲状腺病及胃食管反流症）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EDS 组患者经 CPAP 治疗后，AHI 明显降低，最低及平均血氧饱和度升高，血氧饱和

度低于 90%时间（T90）缩短，1 期睡眠（N1 期）所占比例缩短，快动眼睡眠期（REM）、2
期睡眠（N2 期）、3 期睡眠（N3 期）比例增加，微觉醒指数降低，MSL 延长（均 P<0.05）。

平均打鼾时间、入睡后觉醒时间（WASO）、睡眠效率（SE）、周期性腿动指数（PLMI）、主

观 SL、主观觉醒时间、主观觉醒次数、睡眠感知觉均无统计学差异。No EDS 组患者经 CPAP
治疗后，平均打鼾时间缩短，AHI 降低，最低及平均血氧饱和度升高，T90 缩短，N1 期缩短，

REM、N3 期比例增加，主观觉醒时间、主观觉醒次数减少（均 P<0.05），N2 期、微觉醒指数、

MSL、WASO、SE、PLMI、主观 SL、睡眠感知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CPAP 治疗能即刻纠正 OSAHS 患者夜间低氧，睡眠结构明显改善，无客观日间嗜睡患者

的主观睡眠感受改善，日间过度嗜睡患者夜间睡眠的连续性以及日间嗜睡症状改善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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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4 
强迫症患者静息态 fMRI 下低频振幅和功能连接改变 

 
时艳丽 1,李坤 2,王壁 2,张海三 2,张红星 3 

1.新乡医学院精神神经医学研究院 
2.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3.新乡医学院心理学院 
 
 
目的 探讨强迫症患者静息态功能磁共振低频振幅特征，进一步分析异常脑区功能连接的改变，

从影像学角度理解强迫症的病理机制。 
方法 纳入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相匹配的 50 例强迫症患者及 50 例健康对照，3.0T 功能核磁

共振采集静息态脑影像。采用 REST 软件进行全脑低频振幅分析和基于低频振幅处理后的种子

点的全脑功能连接分析。组间分析采用双样本 t 检验，P<0.01，采用 AlphaSim 校正，α<0.01，
簇大小>40 体素。 
结果 与正常组相比，强迫症患者低频振幅值增高的脑区位于：左内侧额上回和左侧背外侧额上

回，结果见图 1。在左侧背外侧额上回和左内侧额上回为兴趣区的基础上行全脑功能连接分析

（基于 MNI 模板），发现右侧眶部额下回、右侧扣带回前部、右侧扣带回中部与左侧背外侧额

上回连接增强，见图 2；右侧颞中回与左内侧额上回连接减弱，见图 3。 
结论 强迫症患者静息态下低频振幅存在明确脑区功能活动的改变，这些异常脑区主要涉及前额

叶皮质，说明强迫症患者静息态下前额叶的左内侧额上回和左侧背外侧额上回神经元活动异常。

以左内侧额上回和左侧背外侧额上回为兴趣区的基础上行全脑功能连接分析，发现不同的脑区

存在不同的异常特征，说明强迫症患者的病理改变与左侧背外侧额上回相连的脑区的功能活动

增强和左内侧额上回相连的脑区的功能活动减弱有关。 
 
 
OR-005 

Abnormal causal connectivity biased by structural 
alterations in first-episode, drug-naive somatization 

disorder at rest 
 
Li Ranran1,Zhang Zhikun2,Zhao Jin1,Wang Ying1,Ou Jianjun1,Zhu Furong1,Wu Renrong1,Zhao Jinping1,Guo 

Wenbin1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of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11， China 
2.Mental Health Center of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China. 
 
 
Objectives  Anatomical and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deficits in the cortico-limbic-
cerebellar circuit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e neurobiology of somatization disorder (SD). The 
present study was performed to examine causal connectivity of the cortico-limbic-cerebellar 
circuit biased by structural deficits in first-episode, drug-naive patients with SD. 
Methods  A total of 25 first-episode drug-naive patients with SD and 28 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underwent structural and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Voxel-
based morphometry and Granger causality analysi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atients with SD exhibited decreased gray matter volume 
(GMV) in the right cerebellum Crus I, and increased GMV in the left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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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 middle frontal gyrus, and left angular gyrus. Causal connectivity of the cortico-limbic-
cerebellar circuit was affected by structural alterations in patients. The main results included: 
(1) bidirectional cortico-limbic connectivity abnormalities (increased driving effect from the right 
MFG to the bilateral MCC and increased feedback from the bilateral PCC to the left AG); (2) 
bidirectional cortico-cerebellar connectivity abnormalities (increased driving effect from the 
right MFG to the cerebellum vermis VI and decreased feedback from the cerebellum vermis 
VI to the right MFG); (3) bidirectional limbic-cerebellar connectivity abnormalities (increased 
driving effect from the left ACC to the left cerebellum Crus II, and decreased feedback from 
the left cerebellum Crus II to the left ACC); and (4) bilateral increased and decreased causal 
effects among the cortical regions. The pattern of causal effect of cortico-limbic circuit was 
related to severity of depression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the patients. Negative correl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the mean GMV of the left ACC and the WCST number of errors and 
perseverative errors scores (r=-0.604, p=0.001; r=-0.638, p=0.001), between causal effect 
from the right MFG to bilateral MCC and the WCST number of categories achieved scores (r=-
0.654, p < 0.001) in patients with SD. Positive correlations were observed between causal 
effect from the right MFG to the bilateral MCC and the HAMD total score (r=0.51, p=0.009), 
between causal effect from the right MTG to the left ACC and the WCST number of categories 
of achieved scores (r=0.508, p=0.01) in the patient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causal effect from the right MFG to the left lingual gyrus/cerebellum vermis VI and years of 
education (r= -0.51, p=0.009).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the present study is the first to explore the causal connectivity 
caused by structural abnormality in patients with SD at rest. Our findings document that brain 
areas in the cortico-limbic-cerebellar circuit manifested bilateral causal effect abnormality 
caused by structural alterations in SD. Regions with abnormal causal effect within the cortico-
limbic circuit have significantly correlations with the depression symptoms and cognition 
function. Our results provide an additional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neurobiology of SD. 
 
 
OR-006 

A 型肉毒毒素治疗抑郁症的临床及基础研究 
 

罗蔚锋 1,李阳 1,范宇欣 1,吕阿兰 1,胡华 1,刘通 2 
1.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苏州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 
 
 
目的 评价应用A型肉毒毒素(BoNT/A)治疗抑郁症患者及抑郁症小鼠的疗效，探讨其分子机制。 
方法 HAMD 评分＞7 分的抑郁症患者 43 例纳入治疗，BoNT/A 组 29 例，盐酸舍曲林（左洛

复）组 14 例，给予 BoNT/A（一次性眉间额部注射 10 个点，双侧外眦及颞部各注射 5 个点，

共 20 个位点，100U BoNT/A 溶于 2mL 生理盐水，每点注射 0.1mL）和左洛复（50-100mg,QD）

治疗，随访 8 周。 
ICR 雄性小鼠分为对照组、模型组、治疗组[0.18 U BoNT/A、盐酸氟西汀（FLX）10mg/kg]4 个

组,每组 6-10 只。以 50mL 离心管封闭小鼠 2 周建立慢性应激模型，予以单次脸颊部注射生理

盐水、BoNT/A,连续腹腔注射 FLX 2 周，给药后 1h、1day、3day、7day、14day 测试体重（W）

和 TST（悬尾）、FST（强迫游泳）；取小鼠海马进行 Q-PCR、western blot，测定 BDNF 含

量。  
结果 HAMD 评分显示，第 8 周 BoNT/A 组疗效明显优于左洛复组（P =0.0355，t=2.346）；

BoNT/A 组第 2 周较基线下降明显[F(3，112)=17.7，P<0.0001]；左洛复组第 4 周较基线下降

显著[F（3，52）=3.527，P=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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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造模 2 周后，造模组体重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004）；TST(P= 0.0449)和 FST(P= 0.0020)
的静止时间明显高于对照组。 
造模后注射 BoNT/A 和 FLX 治疗 2 周，模型组和注射 BoNT/A 组体重与对照组没有差异，但

FLX 组比对照组体重低（P < 0.0001）。注射 BoNT/A 后 1 小时 TST 和 FST 的不动时间明显

降低，持续到第 14 天；注射 FLX 的小鼠连续注射 14 天后出现不动时间降低的现象 (TST:P < 
0.5;FST:P < 0.0001)。 
造模后海马内 BDNF 的 mRNA 转录水平（P=0.0146）和蛋白表达水平（P=0.0003)明显降低，

注射 BoNT/A 后其 mRNA 转录水平（P=0.0011）和蛋白表达水平（P < 0.001）明显增高，FLX
组 BDNF 蛋白水平较模型组也是增高的（P < 0.001）。 
结论 BoNT/A 具有治疗抑郁症的作用，药效优于左洛复；BoNT/A 具有调控 BDNF 水平的作用。 
  
 
OR-007 
Mental health literacy about depression and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a survey among caregivers of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 
 

Chen Shubao,Wu Qiuxia,Wang Xuyi,Chang Qi,Long Jiang,He Haoyu,Xiong Yifan,Liu Tieqiao 
Mental Health Institute of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knowledge of depression and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among caregivers of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 in Hunan Province. 
Method  A convenience sample of 406 caregivers at the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of a 
general hospital in China was investigated (response rate 96.7%), using vignettes based 
investigation methodology. 
Results  The number of caregivers using the term “depression” to describe the depression 
vignette was 43.6%,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number of caregivers using the 
term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to describe the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one (18.1%). 
A high percentage of caregivers believed that “psychiatrist”, “psychologist” and “close family 
members” would be helpful, and the top three most helpful interventions were “becoming more 
physically active”, “getting out and learning more” and “receiving psychotherapy”. The number 
of caregivers endorsed “antidepressants” and “antianxietic” as helpful for the depression and 
the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vignettes were 80.7% and 77.5%, respectively. Caregivers 
who received college and above education had more comprehensive mental health literacy, 
and high school education were the least. 
Conclusion  Caregivers expressed a high knowledge about treatment and intervention of 
mental disorders, but are not comprehensive. There are still some areas, particularly regarding 
the recognition of mental disorders, which are in need of improvement. This is particularly the 
case for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and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caregivers who 
received high schoo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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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8 
青年抑郁症自杀未遂的脑功能网络连接分析 

 
操军 1,陈小容 2,况利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目的  探讨自杀未遂青年抑郁症患者静息态脑网络（resting-state network，RSN）内和网络间

功能连接的差异，分析神经网络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了解青年抑郁症自杀未遂所潜在的神经

机制。 
方法  采用基于群组的独立成分分析方法将静息态 fMRI数据分解为不同的RSNs，并提取CEN、

DMN 和 SN 三大核心认知脑网络，比较 SU、NSU 和 HC 三个 RSNs 内在脑活动特征以及脑

网络功能连接（functional network connectivity，FNC）的差异。 
结果  1、识别出 5 个静息态脑网络（resting state networks，RSNs）作为感兴趣的成分，分

别为左侧额顶网络（IC8：L-FPN）、凸显网络（IC12：SN）、默认网络前部（IC14：aDMN）、

右侧额顶网络（IC16：R-FPN）和默认网络后部（IC32：pDMN）。单样本 t 检验显示三组具有

典型的 RSN 空间分布模式，三组脑网络进行 ANOVA 分析显示，三组间 5 个静息态脑网络内

自发活动存在显著差异。 
2、三组间 FNC 分析发现，SU 组前默认网络（aDMN）与凸显网络（SN）和右侧额顶网络（R-
FPN）的功能网络连接较 NSU 组降低，而凸显网络与右侧额顶网络（R-FPN）的功能网络连接

增强；与 HC 组相比，SU 组前默认网络与左侧额顶网络（L-FPN）以及后默认网络（pDMN）

的功能网络连接降低，而凸显网络与左侧额顶网络的功能网络连接增加；NSU 组后默认网络与

右侧额顶网络的功能网路连接下降。 
结论 青年抑郁症自杀未遂行为与 DMN、SN 和 CEN 三大核心神经认知网络功能连接异常有

关，广泛涉及网络的多个节点。本研究为探寻青年抑郁症自杀未遂的大脑功能组织模式提供了

新的证据。 
 
 
OR-009 
纤维肌痛症患者的临床特征、心理状况和生活质量的横断面

研究 
 

梁东风 1,张颖 1,黄烽 1,姜荣环 2,朱剑 1,张江林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风湿科 

2.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心理科 
 
 
目的 提高对 2010 年 ACR 纤维肌痛症（Fibromyalgia，FM）（既往称为纤维肌痛综合征）诊

断标准的认识，加强对 FM 的临床特征、心理状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了解 FM 的生活质量

和社会支持情况。 
方法 纳入 2016 年 6 月至 12 月在解放军总医院风湿科门诊就诊，符合 2010 年 ACR 的 FM 诊

断标准且年龄大于 18 周岁的 107 名患者。采集人口学资料、弥漫性疼痛指数、症状严重程度

量表和其它常见躯体症状，采用 McGill 疼痛问卷评价疼痛特点，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
14）和抑郁量表（HAMD-17）评价心理状况，采用 36 项简明健康状况调查表（SF-36）评价生

活质量，采用社会支持量表评价社会支持度等多个方面。 



第 23 届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全国年会暨心身医学国际论坛 口头发言 

7 
 

结果 86 例 FM 患者完成所有临床评估和问卷调查，年龄（39.55±11.590）岁，男女比 1：4.1，
在症状出现 24（12，74.5）[中位数（P25，P75）]个月时得到确诊。临床特征：弥漫性疼痛指

数为（11.26±3.77）；症状严重程度量表积分为（7.93±2.08）；其它常见的躯体症状有头痛

（74.8%）、下腹疼痛和痉挛（54.2%）、关节痛（84.1%）、怕风怕凉（80.4%）和自觉脊柱、

关节活动有弹响或摩擦不适感（66.4%）；特定的 18 个压痛点中有（9.68±5.23）个存在压痛，

女性比男性的压痛点更多（10.46±5.00 vs. 4.91±4.04）。过去 7 天内的疼痛程度为（4.27±1.81）
（NRS 评分，0-10）；过去 24 小时内的疼痛程度为（3.35±1.53）。有 67.4%的患者伴有焦虑

状态，87.2%患者伴有抑郁状态，男性患者比女性更为焦虑（HAMA-14 总分，24.64±9.01 
vs.17.58±7.41），也更为抑郁（HAMD-17 总分，19.00±5.44 vs. 15.47±5.05），HAMA-14 总

分与过去 7 天内的疼痛程度相关性最强。生活质量在各个维度上均较普通人群低，社会支持水

平也低于普通人群。 
结论 FM 患者女性多于男性，常被延迟诊断，多数伴有焦虑/抑郁状态和多种躯体症状，焦虑程

度与疼痛程度相关性最强，男性患者的焦虑/抑郁比女性更为严重，而女性的压痛点更多。生活

质量和社会支持水平均低于普通人群。 
 
 
OR-010 

强迫症患者丘脑亚区静息态功能连接的研究 
 

李坤 1,张红星 2,张海三 1,杨勇锋 1,王壁 1,龚亮 3,李炎 1,李云云 1,时艳丽 1 
1.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河南省精神病医院 

2.新乡医学院心理系 
3.东南大学医学院 

 
 
目的 探讨 OCD 患者丘脑亚区静息态功能连接的变化及特点，从影像学角度理解强迫症的神经

病理机制。 
方法 纳入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相匹配的 50 例 OCD 患者及 50 例健康对照，3.0T 功能核磁

共振采集静息态脑影像。选择中科院发布的最新丘脑 16 个功能亚区作为种子点，采用 DPARSF
软件进行基于种子点的全脑功能连接分析。运用 SPSS19.0 对两组间年龄、性别、病程及教育

程度行统计分析，以 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运用 rest 对组间分析采用双样本 T 检验，P<0.01, 
采用 AlphaSim 校正，α<0.01, 簇大小>80 个体素。 
结果 与正常组相比，OCD 患者增强的丘脑亚网络脑区位于：左内前额侧丘脑网络（mPFtha）、
右 mPFtha 网络、右前运动丘脑网络（mPMtha_）、右外前额侧丘脑网络（lPFtha）的后扣带

回，左 mPFtha 及左喙颞侧丘脑网络（rTtha）的右颞中回，左后顶丘脑网络（PPtha）的左颞

中回，左 mPMtha 的枕中回，左 lPFtha 网络的右侧海马，左 mPFtha 网络的左内侧前额叶，右

感觉丘脑网络（Stha）的右楔前叶及左 Stha 网络的双侧楔前叶。OCD 患者降低的丘脑亚网络

脑区位于：右 mPFtha、左 mPMtha、左 Stha、右 Stha、右 PPtha 及双 lPFtha 网络的左侧额

上回，左 mPFtha 及左 mPMtha 网络的左侧额中回，左 mPMtha、双 Stha 及双 lPFtha 网络的

左侧额下回。右 PPtha 网络的左侧角回。而在双枕侧（Otha）、双颞尾侧（cTtha）及右 rTtha
海马亚网络两组间无差异。 
结论 OCD 患者存在丘脑网络的功能异常，而不同的丘脑亚网络存在不同的损害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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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1 
Association of genetic polymorphisms with age at onset 

in Han Chinese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Han Yuqing1,2,Mou Ting-ting3,4,Huang Man-li3,4,Lai Jian-bo3,4,Ng Chee H5,Lu Jing3,4,Lu Qiao-qiao1,Lin Qiu-
yan 1,Zhang Yu-Zhi 1,Hu Jian-bo3,4,Wei Ning3,4,Xu Wei-juan 3,4,Zhou Wei-hua3,4,Chen Jing-kai3,4,Hu Chan-

chan 3,4,Zhou Xiao-yi 3,4,Lu Shao-jia3,4,Xu Yi 3,4,Hu Shao-hua3,4 
1.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Mental Health Center， Zhejiang Xiaoshan Hospital 
3.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4.The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Disorder Management in Zhejiang Province 
5.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Objectives  Bipolar disorder (BD) is a multigenic disorder, and genetic facto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this diseas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genes at risk 
with the age at onset of BD helps in the prediction of age at onset of BP in individuals by testing 
genes, which in turn improves the early diagnosis and early intervention. The objectives are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genes at risk with the age at onset of BD. 
Methods  26 SNP sites were searched which demonstrated an association with BD. Then, 
we tested these genotypic SNPs of 224 Chinese BD patients, and analyz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genotypic risk and the age of onset.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se SNP sites and the age at onset 
of bipolar disorder (P > 0.05). The detection rate of rs1935058 was 94.7% and the genotypic 
vector maps of rs1935058 and rs9311149 showed unideal clustering 
 performance. Experiments demonstrated no association of SNP sites with the female gender, 
but an association of rs12899449 was demonstrated in males (P=0.01752). Only rs12899449 
was found to be related with the age at onset of BD, but its genotype distribution bias is 
significant. 
Conclusions  This study confirmed that specific gene sites were not associated with the age 
of onset of BD. 
  
 
PO-002 
Different expression signatures between subsyndromal 
symptomatic depression and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Hu Guoqin,Yi Zhenghui 
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Background  Subsyndromal symptomatic depression (SSD), as a transitory phenomenon of 
depression spectrum, was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subtype of depression. However, only 
few studies explored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and the pathophysiology of SSD. Recent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SD and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has been received the 
growing attractions. In this study, we compared the gene expression profiling signatures 
between SSD and MDD using the mRNA microarray.  
Methods  Three groups including the drug-free first-episode subjects with SSD, MDD, and 
matched controls were classified and each group contains 8 subjects. The global analysis, 
individual analysis, Venn diagrams and functional enrichment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to 
compare the transcriptomic profiles in peripheral blood lymphocytes among three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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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n Diagrams analysis and gene ontology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with “Venndiagram” and 
“topGO” package on the R platform. 
Results  Firstly, global analysis identified 9427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DEGs) in the 
SSD vs Control, 4125 DEGs in the MDD vs Control and 9262 DEGs in the MDD vs SSD (p-
value<0.05). Several interesting genes, including EDNRB (fold change =8.17 in MDD vs SSD), 
AHNAK(fold change=12.01in MDD vs SSD), LOC284701(fold change=7.06 in MDD vs SSD), 
etc., achieved striking changes in the individual analysis of three comparisons. Venn diagram 
analysis identified 1719 DEGs, 3278 DEGs and 3269 DEGs were specifically associated with 
comparison of MDD vs Control, SSD vs Control and MDD vs SSD, respectively. Interestingly, 
gene ontology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term of “developmental process”, “single-multicellular 
organism process” and “system development” were significantly enriched into the comparison 
of MDD vs Control while the term “cell adhesion”, “biological process” and “single-organism 
cellular”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SD. 
Conclusion  The specific analyses revealed no apparent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differential 
regulatory processes underlying MDD and SSD. This bioinformatic analysis may provide 
valuable target terms that maybe responsible for the disease transitory from SSD to MDD. 
  
 
PO-003 

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与卒中后抑郁关系的临床研究 
 

何金彩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卒中后抑郁是常见而重要的并发症，早期识别、早期干预卒中后抑郁，对卒中患者的预后

意义重大。既往研究表明脑卒中常合并甲状腺激素水平改变，且抑郁的发生与甲状腺激素水平

的改变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本研究旨在探讨脑卒中患者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变化与卒中后抑郁

发生的关系。 
方法 筛选 2013 年 10 月至 2015 年 7 月期间就诊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脑

卒中患者，跟踪随访 1 个月。入院后 24 小时测定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在卒中后 1 个月，采

用汉密尔顿 17 项量表（HAMD-17）进行评估，将脑卒中患者分为卒中后抑郁组和非卒中后抑

郁组。另外，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定患者入院时神经功能缺损程度，

其它神经心理学评估在卒中后一个月进行。 
结果 本研究共筛选了 635 例急性脑卒中患者，最终 356 例患者完成随访。随访一个月后，95
例患者被诊断为卒中后抑郁，发病率为 26.7%。研究发现卒中后抑郁患者的血清 T3 水平显著

低于非卒中后抑郁组患者（1.20(0.95-1.34)nmol/L ，1.35(1.16-1.54)nmol/L）,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Z=-5.193, P<0.001)；且卒中后抑郁组低 T3 综合征的发生率为 73.7%(70/95)，卡方检验分

析表明卒中后抑郁组低 T3 综合征的发生率显著高于非卒中后抑郁组( 47.1%=123/261，
X2=19.790, P<0.001)；同时，卒中后抑郁组的血清 FT3 水平低于非卒中后抑郁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3.90(3.40-4.40)pmol/L VS 4.10(3.60-4.60)，P<0.001）。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结

果显示，在调整了可能的危险因素，如性别、卒中类型、入院时的 NIHSS 评分，随访 1 个月时

的mRS 评分，1个月时的BI指数显示血清T3水平是卒中后抑郁的独立保护性因素 (OR:0.115; 
95%CI: 0.037-0.361; P=0.000)，而另一个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显示低 T3 综合征是卒中

后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OR: 2.517; 95%CI: 1.397-4.543; P=0.002)。 
结论 1.急性脑卒中发病后 1 个月时卒中后抑郁的发病率约 26.7%； 2.低 T3 综合征、卒中严

重程度是脑卒中 1 个月后卒中后抑郁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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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4 
Serum VGF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changed in 

different mental disorders 
 
Chen Suzhen1,2,Jiang Haitang1,2,Hou Zhenhua1,2,Yue Yingying1,2,Zhang Yuqun1,2,Zhao Fuying1,2,Xu Zhi1,2,Li 

Yinghui1,2,Mou Xiaodong1,2,Li Lei1,2,Wang Tianyu1,2,Zhao Jingjing3,Han Chongyang3,Sui Yuxiu3,Wang 
Ming4,Yang Zhong 4,Lu Yan5,Zhu Yifeng5,Li Jianhua6,Shen Xinhua6,Sun Fei7,Chen Qingsong7,Chen 

Huanxin8,Yuan Yonggui1,2 
1.ZhongDa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2.Medical School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3.Brain Hospital，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4.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Changshu 
5.The Fourth People’s Hospital of Zhangjiagang 

6.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Huzhou 
7.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Jingjiang 

8.School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Objective  We measured the levels of serum VGF and mainly used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is to test whether serum VGF has the diagnostic and differential 
effectiveness of VGF serum levels in diagnosing among various mental disorders. 
Method  Using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IV (DSM-IV) diagnostic 
criteria, patients meeting the paranoid schizophrenia (SZ),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bipolar I disorder, manic episode (BM), bipolar I disorder, depressed episode (BD) and panic 
disorder (PD) criteria respectively were included in the present study. Fasting venous blood 
samples and clinical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patients with SZ (n=30), MDD (n=30), BM (n=30), 
BD (n=20), PD (n=30), and demographically 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HCs, n=30) between 
April 2016 and December 2016. Levels of serum VGF were measur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kits in January 2017.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d post hoc 
multiple comparisons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VGF concentration among the 
six groups.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discriminatory 
capacity of serum VGF (AUC: 0.9-1 = excellent; 0.8-0.9 = good; 0.7-0.8 = fair; 0.6-0.7= poor; 
0.5-0.6 = fail). 
Results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significantly indicated serum VGF levels lower in 
patients with SZ, MDD, BM and PD but higher in BD patients, compared with HCs. (all P < 
0.01).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VGF 
levels and any clinical variables of study groups (all P > 0.05). ROC analysis of the diagnostic 
effectiveness of serum VGF levels lead to a fair to excellent discriminatory capacity between 
disease groups and control groups (AUC from 0.732 to 0.999) and between every two disease 
groups except for BM and PD groups (AUC from 0.776 to 1.000), especially between SZ and 
BD, BD and PD, the AUC as high as 1.000. 
Conclusions  The present study clearly showed that the serum levels of VGF significantly 
changed in mental disorders compared with HCs, an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every two 
disease groups except for BM and PD group.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VGF may be involved 
in the pathophysiology of mental disorders and serum VGF levels may be regarded as a 
promising non-traumatic tool for diagnosing various mental dis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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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5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Effects on the 

Rowing Athletes’ Performance and the Brain Network: A 
Simultaneous tDCS-fMRI Study 

 
liu xiaoyun1,Yang Xi2,Hou Zhenghua 1,Wang Caiyun1, Zhang Yuqun1, Yuan Yonggui1 

1.Department of Psychosomatics and Psychiatry， Zhongda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2.Rehabilitation Department， Zhongda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Objective  To explore whether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 could help for 
professional rowing athletes’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and the influence on brain network. 
Methods   Twelve professional male rowing athletes of two different modalities (group A, low 
stimulation group, N = 6; group B, high stimulation group, N = 6) received anodal stimulation 
(1 mA, 2mA, respectively) for 20 min (five times a week) on the left primary motor cortex(M1) 
and the cathode was placed on contralateral shoulder for two consecutive weeks on the basis 
of regular training. Determination of mood, cognitive and fatigue performance, lactate levels, 
isokinetic muscle strength and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at the baseline 
period and the end of forth week. 
Results  A positive effect of tDCS was observed in executive function and lactate threshold, 
stamina and explosive power after intervention. The lactate threshold ha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0 week and 4 week in high stimulation group; the lactate threshold, 
extended stamina force of left keen at 180 ˚ / S and extended explosive force at 60˚ / 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0 week and 4 week in low stimulation group. We found a 
significant longitudinal increase of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 (ALFF) in right 
precentral gyrus and left postcentral gyrus in high tDCS group during the 4 weeks of follow-
up.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voxel-mirrored homotopic connectivity (VMHC) between high and 
low tDCS in bilateral middle temporal gyrus (MTG), precentral gyrus and superior frontal gyrus 
(SFG) in high tDCS group at week 4 were also been found. And the VMHC of MTG ha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extended stamina index of the right shoulder joint at 180 ˚ / S, the 
VMHC of MTG and SFG both ha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extended stamina index of 
left keen joint at 180 ˚ / S in high tDCS group at the forth weeks. 
Conclusion  tDCS might had a contribution on professional athletes’ executive function and 
exercise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and the enhance of athletes’ exercise performance might 
had a correction with brain function. 
 
 
PO-006 
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对乳腺癌患者情绪及免疫功能的影响研究 

 
张玲俐 1,袁勇贵 2 

1.东南大学人文学院 
2.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心理精神科 

 
 
目的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恶性肿瘤的诊断、治疗和预后康复的全过程中，

乳腺癌患者的身心各方面承受着多重困扰。因此本研究试图探讨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对乳腺癌患

者抑郁、焦虑情绪、体像问题、生存质量和免疫指标的影响，从而验证这种治疗方式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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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研究选取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乳腺外科就诊的患者以及通过微信公众号刊登招募广

告招募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入组患者分为团体治疗组（21 人，8 周后流失 2 人）和对照

组（20 人，8 周后流失 12 人）。团体治疗组在定期复查的基础上进行 8 次团体认知行为治疗，

每周进行 1 次，每次 60-90 分钟，共进行 8 次；而对照组只定期复查。使用患者健康问卷-9
（PHQ-9）、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7（GAD-7）、乳腺癌患者体像问卷（BIBCQ）、乳腺癌患

者生存质量测定量表（ FACT-B）、血清白介素-6（IL-6）等来评估团体认知行为治疗的干预效

果。 
结果 与治疗前相比，团体治疗组治疗后的 PHQ-9 和 GAD-7 得分均显著下降，团体治疗组治疗

后的 BIBCQ 评分显著下降，能受限维度和透视维度都出现了显著的降低；团体治疗组治疗后的

FACT-B 评分显著升高：其中社会家庭状况维度、情感维度都显著上升；团体治疗组治疗后的

白介素-6 水平与治疗前相比显著降低。团体治疗组与对照组 PHQ-9 和 GAD-7 得分的减分值之

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团体治疗组与对照组在 BIBCQ 总分和疾病易感维度上其减分值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团体治疗组与对照组的 FACT-B 总分及社会家庭状况维度、情感维度上

的减分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乳腺癌患者具有明显的抑郁焦虑情绪、体像问题、生存质量下降、免疫功能受损；团体认

知行为治疗可以有效的改善乳腺癌患者的心理状况，改善抑郁焦虑情绪，缓解体像问题，提升

生存质量，有效的改善乳腺癌患者的免疫功能。 
 
 
PO-007 

White Matter Integrity Disruptions correlate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s in Asthma 

 
卞荣荣 1,2,张钰群 1,2,杨远 1,2,尹营营 1,2,赵小鑫 3,陈焕新 4,袁勇贵 1,2 

1.东南大学 
2.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3.南京医科大学 
4.西南大学 

 
 
目的 We hypothesized that asthma patients exhibit altered white matter (WM) microstructures, 
which may contribute to their cognitive impairments. 
方法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 with tract-based spatial statistics (TBSS) approach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whole-brain differences in the WM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values 
between 37 asthma patients and 31 well-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Patients’ cognition 
functions were assessed through a set of Neuropsychological Tes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impairments and WM abnormalities was studied using correlation analyses.  
结果 Impairments of language ability, executive function and visual-spatial processing and 
widespread WM disruptions reflected by FA reduction were found in asthma patients. The 
executive function was related to left forceps major, cingulum and right uncinate fasciculus, 
ILF (inferior longitudinal fasciculus) positively (P<0.05). 
结论 Asthma patients display multiple cognitive impairments and universality WM integrity 
disruptions, among which executive dysfunction closely correlates with WM abnorm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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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8 
双相障碍抑郁相患者肠道微生态水平，额叶激活功能与神经

免疫的相关性研究 
 

胡少华 1,陆巧巧 2,阮列敏 3,来建波 1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2.浙江大学医学院 
3.宁波市第一医院 

 
 
目的 双相障碍的发病机制目前尚未明确，脑肠轴紊乱可能是其机制之一。本研究旨在初步探索

双相障碍抑郁相患者（BDD）脑肠轴的特征性改变，包括研究肠道菌群特点，与前额叶皮质活

动的关系。 
方法 共 36 位双相障碍抑郁发作患者，年龄 14-57 岁（平均 32.64 ± 10.643 岁）， 符合 DSM-
V 诊断标准，并通过 PHQ-9 量表评估抑郁严重性，同时检测 T 细胞亚群和炎症因子水平。对照

组（HC）27 人，年龄 16-60 岁（平均 28.89 ± 11.095 岁）。分析所有患者的 10 种肠道优势菌

群数量值，并予喹硫平（300mg/日）治疗，4 周后随访，复测上述指标。通过近红外脑功能成

像技术分析所有患者完成言语流畅性试验时前额叶氧合血红蛋白的基线浓度（[oxy-Hb]）。对患

者组与对照组的上述指标进行比较，患者组内各参数之间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 与 HC 相比，BDD 的直肠真杆菌、Atopobium cluster、普拉梭菌、类杆菌、柔嫩梭菌、肠

杆菌数量升高（p = 0.013，p = 0.001，后四者均为 p < 0.001），B/E、[oxy-Hb]降低（均为 p 
< 0.001）。患者组内，CD8+ 和 CD3+ T 细胞比例均与肠杆菌数量对数值正相关（r = 0.428，p 
= 0.013；r = 0.477，p = 0.004）。PHQ-9 得分与双歧杆菌数量、肠道定植抗力（B/E）对数值

均正相关（r = 0.500，p = 0.002；r = 0.355，p = 0.034），与直肠真杆菌数量对数值负相关（r 
= -0.394，p = 0.021）。患者 BMI 与 PHQ-9 得分负相关（r = -0.568，p < 0.001）。我们提出

“脑肠平衡系数（R）”的概念，R 是[oxy-Hb]/（B/E）的绝对值。R 的对数值与 CD3+ T 细胞比例

正相关（r = 0.540，p = 0.038）。治疗后，乳酸菌数量、双歧杆菌数量和 B/E 的对数值提高（p 
= 0.003，p = 0.025，p = 0.020）；同时，治疗后 PHQ-9 得分下降（减分值 8.29±6.283，p < 
0.001）。 
结论 本研究发现 BDD 的肠道微生态及 T 细胞功能均存在异常，同时，额叶激活也存在异常。

肠道微生物的水平与免疫系统相关，额叶激活和肠道定植抗力的平衡水平与 CD3+水平相关，进

一步证实了脑肠轴紊乱通过神经免疫功能参与了双相障碍的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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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9 
Serum Bicaudal C homolog 1 levels may aid to 

distinguish five different mental disorders 
 
Chen Suzhen1,2,Jiang Haitang1,2,Hou Zhenhua1,2,Yue Yingying1,2,Zhang Yuqun1,2,Zhao Fuying1,2,Xu Zhi1,2,Li 

Yinghui1,2,Mou Xiaodong1,2,Li Lei1,2,Wang Tianyu1,2,Zhao Jingjing3,Han Chongyang3,Sui Yuxiu3,Wang 
Ming4,Yang Zhong 4,Lu Yan5,Zhu Yifeng5,Li Jianhua6,Shen Xinhua6,Sun Fei7,Chen Qingsong7,Yuan 

Yonggui1,2 
1.ZhongDa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2.Medical School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3.Brain Hospital，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4.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Changshu 
5.The Fourth People’s Hospital of Zhangjiagang 

6.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Huzhou 
7.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Jingjiang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whether serum Bicaudal C homologue 1 gene (BICC1) level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various mental disorders and may be presented as a potential 
diagnostic indicator. 
Method  Patients who met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IV 
(DSM-IV) criteria for paranoid schizophrenia (SZ, n=30),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s (MDD, 
n=30), bipolar mania (BM, n=30), bipolar depression (BD, n=13) and panic disorder (PD, n=30) 
along with healthy control subjects (HCs, n=30)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Participants in the 
six study groups were all drug-free for at least two weeks and well-matched in gender, age, 
body mass index (BMI) and marriage status. We used the scale for Assessment Positive 
Symptom (SAPS), 17-item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DRS), Young Mania Rating 
Scale (YMRS), Hamilton Anxiety Rating Scale (HARS) and Panic Disorder Severity Scale 
(PDSS) to assess the symptom of different patients as applicable. Fasting venous blood 
samples and clinical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April 2016 to December 2016. Then serum 
BICC1 levels were measur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kits in January 2017.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was used to compare differences of BICC1 levels 
among the six groups.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discriminatory capacity of serum BICC1 (AUC: 0.9-1 = excellent; 0.8-0.9 = good; 0.7-0.8 = fair; 
0.6-0.7= poor; 0.5-0.6 = fail). 
Results  One-way ANOVA indicated that serum BICC1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all 
these patient groups compared with HCs, an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every two disease 
groups except for BD and PD (all P Tukey < 0.01).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nly found that 
BICC1 negatively correlate with PDSS scores (r = -0.436, P = 0.016),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 
with age (r = 0.441, P = 0.015) and duration of illness (r = 0.364, P = 0.048) in PD patients. 
ROC analysis showed that serum BICC1 could diagnose all mental disorders accurately with 
a fair to excellent discriminatory capacity (AUC from 0.714 to 1.000), especially for 
distinguishing SZ, BD, PD from HCs, MDD from BD as well as BM from BD, the AUC as high 
as 1.000. 
Conclusions  The present study clearly showed that serum BICC1 levels we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mental disorders.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BICC1 may be involved in the 
pathophysiology of mental disorders and serum BICC1 may be regarded as a promising easy 
non-traumatic tool for diagnosing various mental dis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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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0 
Decreased interhemispheric coordination in the 

posterior default-mode network and visual regions as 
trait alterations in first-episode, drug-naive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Guo Wenbin1,Cui Xilong1,Liu Feng2,Chen Jindong1,Xie Guangrong1,Wu Renrong1,Zhang Zhikun3,Chen 
Huafu2,Zhang Xiangyang4,Zhao Jingping1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11， China. 

2.Key Laboratory for NeuroInformation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hool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Sichuan， China. 

3.Mental Health Center，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7， China. 

4.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ience Center at 
Houston， UT Houston Medical School， 1941 East Road， Houston， TX 77054， USA. 

 
 
Background  Decreased homotopic connectivity has been implicated in the neurophysiology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with inconsistent findings. A combination of clinical and 
methodological variability may account for the inconsistency, and thus limiting the 
reproducibility of the findings.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examine voxel-mirrored homotopic 
connectivity (VMHC) alterations in two independent samples of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drug-naive MDD. 
Methods  The samples included 59 patients and 31 controls from Sample 1 and 29 patients 
and 24 controls from Sample 2. VMHC was evaluated in both samples with an overlapping 
technique, which was used to define regions of abnormality common to both samples. 
Moreover,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nd support vector machine were employed 
to differentiate the patients from the controls in both sample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s, the patients in both samples exhibited decreased 
VMHC in overlapped brain clusters, including the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 and cuneus. 
Moreover, the VMHC values in the PCC and cuneus and a combination of the VMHC values 
in these two clusters could robustly discriminate between patients and controls with good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in both samples. 
Conclusions  This study is the first to examine VMHC abnormalities in first-episode, drug-
naive patients with MDD in two independent samples by using an overlapped technique. The 
patients exhibit decreased VMHC in overlapping clusters in the posterior default-mode network 
and visual regions, which may be trait alterations for MDD. The present stud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neurophysiological abnormalities of VMHC in M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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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1 
Disrupted reward and cognitive control networks 

contribute to anhedonia in depression 
 

Gong Liang,He Cancan,Wang Qing,Xie Chunming,Zhang Zhijun, Yin Yingying,Ye Qing , Bai Feng, Yuan 
Yonggui, Zhang Haisan,Zhang Hongxing 

Affiliated Zhongda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outheast University 
 
 
Background  Neuroimaging studies have identified that anhedonia, a core features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was attributed to dysfunction of reward processing. However, 
whether and how the intrinsic brain function in reward network (β-network) and cognitive 
control network (δ-network) contribute to anhedonia in MDD patients remains unclear. 
Methods  Sixty eight MDD patients and 64 cognitively normal (CN) subjects were underwent 
a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can. Nucleus accumbens (NAc) based 
voxel-wi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 map was generated in each group. Then the β- and 
δ-networks were constructed based on group differences in NAc FC map and clustering 
analysis. The FC intensity in intra- and inter- β and δ-networks were conducted using region 
of interest (ROI)-wised FC analysi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employ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neural features in β- and δ-networks and anhedonia in MDD 
patients. 
Results  Compared to CN subjects, MDD patients showed blunted NAc FC in both β and δ-
networks, and a decreased controlling force of δ-network on β-network. In addition, the FC 
intensity in intra- and inter- β and δ-networks were also decreased and noncompensated in 
MDD patients. Both brain functions in β and δ-networks were correlated with anhedonia in 
MDD patients, but the integrated neural features in β and δ-networks would predict anhedonia 
symptom more precise. 
Conclusion  Thes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the neural features in both β- and δ-networks 
would represent a fundamental mechanism underlying anhedonia in the MDD patients. 
  
 
PO-012 
未服药的强迫症患者在背侧环路白质和灰质微细结构的研究 

 
陈永军 1,曹璇 1,刘莹 1,高睿 1,张宗凤 1,唐莺莹 1,严序 2,李瑶 3,王振 1,张海音 1,范青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2.MR Collaboration NE Asia， Siemens Healthcare， Shanghai， China 

3.上海交通大学 Med-X 研究所 
 
 
目的 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OCD）是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大量的神经影

像学研究都表明 OCD 在经典的 CSTC 环路结构和功能的异常。过往研究聚焦在经典环路灰质

和白质体积的宏观结构异常，很少有研究同时探索 OCD 在 CSTC 环路中亚环路背侧环路灰质

和白质微细结构的异常。故本研究想探究未服药的 OCD 在背侧环路灰质和白质微细结构的异

常。 
方法 采用弥散张量成像技术和扩散峰度成像结合的技术对为未服药的 94 例 OCD 和 85 例健

康对照在性别，年龄以及教育年限上进行 1：1 配对。利用西门子 3.0T 扫描，基于 FSL，DKE
软件得到 FA，MK 等参数，然后基于 SPM8 以及 REST 软件包对 OCD 组和健康对照组微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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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进行双样本 T 检验。最后运用 Pearson 相关的分析方法分析各微细结构的参数值 YBOCS，
HAMA,HAMD 以及病程等相关性。 
结果 在 DTI 方面，与健康对照相比，OCD 在枕中回，前扣带回和小脑后叶的 FA 值降低；在

眶部额中回和小脑后叶的 MD 值降低；在眶部额中回和小脑后叶的 AD 值降低；在眶部额中回

的 RD 值也降低，上述弥散张量的显著性差异 p< 0.05 且都经过 Alphasim 矫正。在 DKI 方面，

与健康对照相比，OCD 在前扣带回和下叶的 MK 值降低，在颞中回的 MK 值增加；在下叶的

AK 值降低，在颞中回的 AK 值增加；在前扣带回，下叶以及枕叶的 RK 值降低；在后扣带回的

各向异性分数峰度值 FAK 值增加，上述峰度值的显著性差异 p<0.01 且都经过 Alphasim 矫正。

最后我们还发现 OCD 在右脑下叶的 MK （r=-0.35,P=0.004），RK(r=-0.26,P=0.013)值与 OCD
的病程有显著性的负相关。 
结论 未服药的 OCD 在背侧环路有明显的异常，总体上表现出白质纤维与灰质微细结构复杂性

的降低，并且可能和 OCD 认知功能缺陷有关；未服药的 OCD 在腹侧环路的结构也有明显异

常，总体上也表现出质纤维与灰质结构复杂性的降低，并且可能和 OCD 情绪处理障碍有关；除

了在腹侧和背侧环路以外，在枕中回以及下叶等脑区也发现了其结构的异常，证明了 OCD 脑

后部也有可能参与了 OCD 的病理机制。 
 
 
PO-013 

抗抑郁药物种类和神经功能评分可预测卒中后抑郁障碍 
患者疗效 

 
汪天宇 1,岳莹莹 1,2,3,刘瑞 4,张克忠 5,李圣华 6,耿德琴 7,王军 8,卢建新 9,汤华 10,吴爱勤 11,袁勇贵 1,2,3 

1.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心理精神科 
2.东南大学医学院 3.东南大学心身医学研究所 

4.东南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5.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 
6.南京江宁医院神经内科 7.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 

8.南京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 9.高淳区人民医院康复科 
10.淮安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 11.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理科 

 
 
目的 卒中后抑郁障碍(post stroke depression, PSD)是卒中后的常见并发症，约有 1/3 的卒中

患者在卒中后不同阶段罹患 PSD，严重影响神经功能恢复和生活质量。然而目前对于 PSD 的

治疗不规范，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差，疗效欠佳，因此探讨影响 PSD 的疗效预测指标至关重要。 
方法 入组 155 例PSD 患者包括抗抑郁药组 114例和未用抗抑郁药组 41 例，进行人口学资料、

社会心理因素、卒中危险因素、神经功能、认知功能和抑郁严重程度评估，其中美国国立卫生

院神经功能缺损评分量表(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 Barthel 指数

(Barthel Index, BI)和改良 Rankin 评分(modified Rankin Scale, mRS)用于评估神经功能，简易

精神状态检查 (mini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DRS)评估认知功能和抑郁严重程度。采用方差分析、精确性检验、

逐步回归、Bootstrap 方法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两组患者性别、教育程度、吸烟饮酒史、糖尿病史存在显著差异(P 均<0.05)，而年龄、高

血压、冠心病、高脂血症组间无显著性差异(P 均>0.05)。较未服用抗抑郁药组相比，服用抗抑

郁药组具有高治愈率(9.76% vs 46.49%, P<0.001)和低恶化率(19.51% vs 4.39%, P<0.001)。
Logistic 回归结果示 NIHSS 得分，药物种类是 PSD 疗效的有效预测因子，其中 5-羟色胺和去

甲肾上腺素再吸收抑制剂(Selective Noradrenalin Reuptake Inhibitors, SNRIs)类抗抑郁药疗效

优于选择性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 SSRIs)(OR=1.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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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CI 1.049-2.126, P=0.030)，而 NIHSS 得分越高，PSD 患者预后更差，病情越难控制和治

疗(OR=0.828, 95%CI 0.723-0.928, P=0.003)。 
结论 PSD 患者神经功能缺损越严重，预后越差；对于确诊的 PSD 患者优选 SNRIs 类药物进

行抗抑郁药治疗，将取得更好的疗效。 
 
 
PO-014 
Characterizing the fractional amplitude of low frequency 

fluctuation in first-episode, drug-naïve patients with 
anorexia nervosa: A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I study 

 
Xu Tingting1,2,Lao Jian-bo2,Xu Yi2,Hu Shao-hua2 

1.Mental Health Centre， Xiaoshan Hospital of Zhejiang Province， Hangzhou 311200， Zhejiang， 
China 

2.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Hangzhou 310003， China 

 
 
Objective  To characterize the fractional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 (fALFF) in 
first-episode, unmedicated female patients with anorexia nervosa (AN) with a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I approach. 
Methods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 images of whole brain were collected from 7 first-
episode, drug-naïve female patients with DSM-5 AN and 14 age-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fALFF values were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ith two-sample t test.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the whole brain fALFF values and body mass index (BMI) was 
also perform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decreased fALFF values were observed in AN 
patients in the right cerebellum, right hippocampus, left superior frontal gyrus and left inferior 
temporal gyrus.Moreover, low BMI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decreased fALFF in the 
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and left cingulate gyrus, whereas low BMI wa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fALFF in the left lingual gyrus, left calcarine, left cuneus and vermis.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support spontaneous brain activity in the frontal region, limbic 
system and cerebellum, characterized as fALFF, was altered in first-episode, untreated female 
patients with AN, which may be involv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this disease. 
  
 
PO-015 
慢性应激对抑郁大鼠海马区糖皮质激素受体表达的影响机制 

 
吴爱勤,董瑞婕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本研究建立慢性心理应激大鼠抑郁模型，探讨应激与 HPA 轴功能紊乱和海马神经元损

害在抑郁症发病中的相关机制。观察慢性应激后大鼠行为学改变和肾上腺皮质、海马的病理学

变化；检测慢性应激抑郁大鼠海马 GR 的数目和表达的改变及米非司酮对慢性应激抑郁大鼠 GR
表达的影响，为阐明应激致抑郁症的病因机制及抗抑郁药物研究的新作用靶点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成年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NC)、 束缚应激组（MS）、糖皮质激素

组（CO），分别用长期束缚制动方法和腹腔注射糖皮质激素建立大鼠应激抑郁模型，建模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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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起 MS 组和 CO 组随机各选半数大鼠分别为束缚+米非司酮组（MS+RU）和激素+米非司酮

组（CO+RU），常规固定制作肾上腺、海马 HE 片；免疫组化 GR 片，进行相应细胞记数并显

微拍照；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各组大鼠海马区 GRmRNA 表达的变化， 
SPSS13.0 统计分析。 
结果  (1) 应激抑郁模型大鼠从第 2 周起体重、24 小时摄食量、1%蔗糖水消耗百分比、水平活

动、垂直探究行为评分均明显低于 NC 组（P<0.01）。（2）MS 组和 CO 组肾上腺皮质明显增

厚，束状带细胞增生肥大，提示 HPA 轴功能紊乱。（3）MS 组和 CO 组海马各区神经细胞不

同程度的丢失，CA3 区最明显；（4）MS 组和 CO 组海马各区 GR 阳性细胞数量明显低于 NC
组（P<0.01）。(5) MS 组和 CO 组海马组织 GRmRNA 表达较 NC 组明显降低（P<0.01），(6) 
MS+RU 组和 CO+RU 组大鼠体重、1%蔗糖水消耗百分比、行为学评分分别与 MS 组和 CO 组

比较，有统计差异学意义。 
结论  采用慢性心理应激束缚制动方法和生物应激注射氢化可的松方法成功建立应激抑郁大鼠

模型；慢性应激抑郁大鼠肾上腺皮质功能紊乱，海马各区神经元不同程度受损，CA3 区最明显；

海马组织的 GR 数目和 GRmRNA 表达的变化与心理应激介导的抑郁症的发病显著相关，米非

司酮可调节和影响 GR 的表达，在应激性抑郁症的病因及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 
 
 
PO-016 

Cerebellar abnormalities in first-episode, drug-naive 
schizophrenia at rest 

 
Guo Wenbin1,Zhang Fengyu2,Liu Feng3,Chen Jindong1,Wu Renrong1,Chen Danny Q4,Zhang Zhikun5,Chen 

Huafu3,Zhao Jingping1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11， China. 
2.The Global 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Bethesda， Maryland， USA 

3.Key Laboratory for NeuroInformation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hool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Sichuan， China. 

4.The Lieber Institute for Brain Development at Johns Hopkins School of Medicine， Baltimore， MD， 
USA 

5.Mental Health Center，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China 

 
 
Objective  The cerebellum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higher cortical functions through a 
cerebellar-cerebral circuit. However, the specific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the cerebellum 
contributes to the neurobiology of schizophrenia remain unclear. 
Methods  Forty-nine first-episode, drug-naiv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50 healthy 
controls underwent structural and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The MRI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voxel-based morphometry (VBM), amplitude of low-
frequency fluctuations (ALFF), cerebellum homogeneity (CH), and seed-b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 
Results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did not have anatomical and CH alterations in the 
cerebellum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However, they exhibited decreased ALFF in the 
right Crus I and abnormal cerebellar FC with brain regions within the dorsal attention network, 
default-mode network (DMN), and salience network (SN). 
Conclusion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cerebellar abnormalities in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are mainly in the cerebellar-cerebral connectivities, which may contribute to the neurobiology 
of schizophr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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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ce  Cerebellar abnormalities in first-episode, drug-naive schizophrenia are mainly 
in the cerebellar-cerebral connectivities, not in the anatomical changes or connectivities within 
the cerebellum. 
  
 
PO-017 

抑郁症患者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DNA 甲基化变化研究 
 

李磊,袁勇贵,徐治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参与抑郁症发病与抗抑

郁治疗，其基因表达受 DNA 甲基化机制调控。本研究在大样本中国汉族抑郁症患者人群中检测

BDNF 基因的 DNA 甲基化水平，筛选可能的 DNA 甲基化标记用于抑郁症识别与了疗效预测。 
方法 入组 300 例抑郁症患者和 100 例健康对照，收集人口学资料，并应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DRS）评估抑郁严重程度。以亚硫酸氢盐测序法检测

BDNF 基因第 I、III、IV、Vh 和 VI 外显子）上的 194 个 CpG 位点甲基化水平。剔除无效位点

后，151个CpG位点纳入统计，对抑郁症患者与健康对照、抗抑郁药治疗 2周有效（HDRS≥50%）

与无效组间的差异进行 t 检验，以应用错误发现率（false discovery rate, FDR）法进行 P 值校

正。 
结果 第 I 外显子区 27744246 和 27744185 位点（在基因组序列的位置），第 III 外显子区

27740939、27741093、27741098、27741132、27741151、27741164、27741219 和 27741232
等 8 个位点，第 IV 外显子区 27723191 位点和第 Vh 外显子区 27722351、27722265 位点 DNA
甲基化在抑郁组与健康对照组间有显著性差异（P<0.05)，校正后 P 值均>0.05，第 IV 外显子区

27723191 位点的校正后 P 值最小，为 0.212，抑郁症组 DNA 甲基化（0.016±0.018）高于对

照组（0.011±0.009）。第 I 外显子区 27744197、27744185、27744140 和 27744135 等 4 个

位点，第 IV 外显子区 27723160 位点和第 VI 外显子区 27722109 位点 DNA 甲基化在有效和无

效组间有显著性差异（P<0.05)，校正后 P 值均>0.05，第 I 外显子区 27744140 位点的校正后

P 值最小，为 0.133，有效组 DNA 甲基化（0.044±0.029）低于无效组（0.058±0.038）。 
结论  
BDNF 第 IV 外显子区 27723191 位点高甲基化和第 I 外显子区 27744140 位点低甲基化可作为

潜在的生物标记分别用于抑郁症发生和抗抑郁早期疗效预测，应该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并提高入

组一致性验证其确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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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8 
Memantine attenuates depression-like behavior and 

heroin-seeking behavior after heroin withdrawal in rats. 
 

Lou Zhongze1,Lai Miaojun2,Ji Yunxin1,Wang Chuang3,Zhou Wenhua2,Ruan Liemin1 
1.Department of Psychosomatic Medicine， Ningbo First Hospital 

2.Laboratory of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Ningbo Addiction Research and Treatment Center， Ningbo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Ningbo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The N-methyl-D-aspartate (NMDA) receptor has been implicated in the pathophysiology of 
heroin addiction and depression, but the role of memantine, a low-to-moderate-affinity 
noncompetitive NMDA receptor antagonist in heroin-seeking behavior and heroin withdrawal 
induced depression-like remain largely unknown.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memantine on depression-like behavior and heroin-seeking behavior after heroin 
withdrawal. We used male SD rats as subjects, the rats were trained to self-administer heroin 
under a fixed-ratio 1 (FR1) schedule for consecutive 14 days, then withdrawal for another 14 
days subsequently. During the period, we evaluated the depression-like behavior by forced 
swimming test (FST) of rats at the day 7 and day 14 after heroin withdrawal respectively. After 
that, the rats were received memantine (0,5 or 15 mg/kg, i.p ) on day 29 and the effects of 
memantine on depression-like behavior were recorded FST. Another 3 groups received the 
same pharmacological pretreatment and were tested for heroin-seeking behaviors induced by 
heroin priming or cu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pression-like behaviors induced by a 
time-dependent manner in heroin-withdrawal rats. Pretreatment with memantine (5, 15mg/kg, 
i.p)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immobility time of the heroin withdrawal rats in FST. In addition, 
memantine also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heroin-seeking behavior induced by heroin priming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and induced by cues at the dose of 15mg/kg, but not 5mg/kg. 
Moreover, the locomotor activity of rats was not altered by all treatments. 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memantine, via inhibition NMDA receptor, attenuated depression-like 
behavior and heroin-seeking behavior after heroin withdrawal, suggesting that it may be used 
as an adjunct treatment for depression and heroin relapse after heroin withdra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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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9 
羟基积雪草苷对颅脑创伤后大鼠认知功能的影响研究 

 
王毅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羟基积雪草苷对于颅脑创伤（TBI）后大鼠认知功能及海马 Aβ 寡聚体比率的影响。  
方法 成年 Sprague-Dawley(SD) 大鼠 70 只，体重 200-220 g，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随机

分为 3 组（n=3）：假手术组（C 组）、颅脑创伤组（TBI 组）和 TBI 后给予羟基积雪草苷组

（MC 组）。C 组大鼠，只暴露硬脑膜，未接受液压冲击，采用 0.5%羧甲基纤维素钠均量灌胃。

TBI 组中，液压冲击级别设置为 2.5 atm，采用 0.5%羧甲基纤维素钠均量灌胃。MC 组，采用羟

基积雪草苷,(广西昌洲天然产物开发有限公司,批号 20060518,纯度 90%),用 0.5%羧甲基纤维素

钠溶解备用，给药后用等量或稍多量蒸馏水或所给药溶剂冲管,避免管内残余药液影响给药量，

采用羟基积雪草苷 40mg/kg 灌胃。分别于术后第 3、7、14d 检测 AchE；Tricine-SDS- PAGE
电泳分离 SD 大鼠 TBI 后 14 d 脑组织匀浆液，检测可溶性 Aβ 二聚体的比率和可溶性 Aβ 的总

体表达水平；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各组别 3、14 d 脑组织切片可溶性 Aβ、Aβ 纤维及老年斑的表

达情况；术后 14d 各组进行水迷宫等行为学检测。 
结果 1、TBI 组大鼠术后 7d 血清 AchE 增高，MC 组血清 AchE 和 Aβ 水平均在第 1 周增高（和

TBI 组相近），在第 14d 明显低于 TBI 组。  
2、免疫组织化学检测三组大鼠大脑皮质可溶性 Aβ 免蛋白，Aβ 白纤维和老年斑比较，TBI 组增

多，MC 组增多后 7d 稍有下降。 
3、Western bolt 检测结果：伤后 14d，TBI 与 MC 组和 C 组比较，脑组织匀浆液的 Aβ 比二聚

体比率明显增高。 
4、行为学检查：伤后 14d，Morris 水迷宫实验结果提示，与 C 组和 MC 组比较，TBI 组寻找

平台潜伏期的时间显著延长，MC 组和 C 组第 14d 穿越平台次数明显多于 TBI 组(P<0.05)。 
  
结论 TBI 后 β 样淀粉蛋白短期增高，与 AD 的机制不同，推测并证实了 A 机寡聚体的比率上升

是造成 TBI 后认知功能障碍的重要因素之一。羟基积雪草口服途径给药能够改善大鼠的行为学

指标，具有减低 A 认二聚体，减少神经细胞凋亡的作用。 
  
 
PO-020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arly life stress and anhedonia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moderated by promotion 
focus 

 
Gong Liang,Xie Chunming,He Cancan,Wang Qing,Zhang Zhijun 

Southeast University 
 
 
Objective  Early life stress (ELS) is an important risk factor for the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However, the influence factor which could moderate ELS-related anhedonia symptom 
in MDD is still unclear.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moderate role of regulatory focus 
(including promotion and prevent foci) on this relationship. 
Methods  Sixty-four MDD patients and forty-one matched cognitively normal (CN) subjects 
were recruited. Each participant underwent a series of behavior tests: physical anhedonia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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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ocial anhedonia (PA) scales for anhedonia assessment,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for ELS evaluation, and regulatory focus questionnaire for regulatory focus assessment.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moderation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for investigating the 
association among ELS, regulatory focus and anhedonia. 
Results  Compared to CN group, MDD patients showed higher ELS, PA and SA scores, while 
lower promotion focus score. In the MDD group, the EL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A 
and SA scores, while promotion focus scor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A score. 
Importantly, the promotion focus was negatively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S and 
PA score in MDD patients (R2 = 0.08, F(1,60) = 6.49, p = 0.01). 
Conclusion  The present study manifested that the ELS influence on physical anhedonia, 
and the promotion focus would moderate the ELS-related anhedonia in MDD patients. Our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adjustment of promotion focus would decrease the ELS’s negative effect 
on anhedonia in MDD patients. 
  
 
PO-021 

TPH2 基因甲基化水平对抗抑郁药物疗效的影响 
 

徐治,李磊,袁勇贵,张志珺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 本文将探讨 TPH2 基因甲基化水平以及与 MTHFR 基因多态性相互作用对抗抑郁剂疗效

的影响。 
方法 入组 300 位符合 DSM-5 的抑郁症患者给予抗抑郁剂治疗，随访 4 周，采用 HAMD-17 评

定抗抑郁疗效，HAMD 分数小于 7 定义为痊愈组，大于 7 分为未痊愈组。选取 MTHFR 三个

SNPs（rs1801133、rs1801131，rs2274976）进行基因分型，在 TPH2 的 11 个相关 SNPs 的

上下游区域寻找甲基化位点，共检测了 38 个甲基化位点。采用 SPSS19.0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发现甲基化片段 TPH2_7_54（t=2.29，P =0.02）在痊愈组和未愈组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分别比较 rs1801133，以及 rs1801131 的三种基因型对应的 TPH2 38 个 CpG 位点的甲基化水

平发现，在痊愈组，CpG 位点 TPH2_4_156 在 rs1801133 三基因型组间甲基化水平有显著性

差异（F=6.97, P =0.001），TPH2_4_156 在 rs1801131 三基因型组间甲基化水平有显著性差

异（F=4.63, P =0.01）。 
在未愈组，CpG 位点 TPH2_1_131 在 rs1801133 三基因型组间甲基化水平有显著性差异

（F=6.81, P =0.002），CpG 位点 TPH2_2_32 在 rs1801131 三基因型组间甲基化水平有显著

性差异（F=6.37, P =0.01）。 
结论 TPH2 甲基化片段 TPH2_7_54 影响抗抑郁剂疗效，MTHFR 的 SNPs rs1801133 基因型

与 TPH2_4_156、TPH2_1_131，rs1801131 与 TPH2_4_156、TPH2_2_32 相互作用影响抗抑

郁剂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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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2 
Increased anterior default-mode network homogeneity 

in first-episode, drug-naive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 
replication study 

 
Guo Wenbin1,Cui Xilong1,Liu Feng2,Chen Jindong1,Xie Guangrong1,Wu Renrong1,Zhang Zhikun3,Chen 

Huafu2,Zhao Jingping1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11， China. 
2.Key Laboratory for NeuroInformation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hool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Sichuan， China. 
3.Mental Health Center，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7， China. 
 
 
Background: Abnormal default-mode network (DMN) homogeneity has been involved in the 
neurophysiology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with inconsistent findings. The 
inconsistency may be due to clinical and methodological variability, and the reproducibility of 
the findings is limited.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examine alterations of the DMN 
homogeneity in two independent samples of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drug-naive MDD. 
Methods: The samples included 59 patients with MDD and 31 comparison subjects from 
Sample 1 and 29 patients with MDD and 24 comparison subjects from Sample 2. Network 
homogeneity (NH) was computed with an overlapping technique, which was employed to 
define brain regions with abnormal NH common to the MDD samples. 
Results: Compared with comparison subjects, patients with MDD exhibited increased NH in 
an overlapped brain region of the left superior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 No correl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abnormal NH and HAMD total/subscale scores in the patients of each 
sample and in the combined patients from both samples. 
Conclusions: This study is the first to examine alterations of DMN homogeneity in first-episode, 
drug-naive patients with MDD in two independent samples by using an overlapping technique. 
Patients with MDD exhibit increased NH in an overlapped region in the anterior DMN. The 
present study thus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the DMN in the neurophysiology of MDD. 
  
 
PO-023 
PTEN 基因多态性与精神分裂症伴发 2 型糖尿病的关联分析 

 
陆颖,易正辉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分部 
 
 
目的 本研究探讨中国汉族人群 PTEN 基因多态性与SCZ 伴发 T2DM的相关性及其与代谢指标

的相关性 
方法  
本研究选取服用氯氮平的长期住院的精神分裂症伴发或不伴发 2 型糖尿病患者（合并组 304 例、

单纯 SCZ 组 287 例）、单纯 2 型糖尿病组（206 例）及正常人群（205 例）为研究对象，用

Taqman 基因分型技术对 PTEN 基因的 SNP 位点（rs1234225、rs12569998、rs1234223)进行

基因分型，比较各研究组的等位基因、基因型及单体型分布频率有无差异以及单个 SNP 位点与

代谢指标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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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四组性别和年龄匹配(P>0.05)；合并组患者的身体质量指数（BMI）、腰围、空腹血糖

（FPG）及甘油三酯（TG）均高于单纯 SCZ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共病组和单

纯 SCZ 组患者的病程、住院时间、氯氮平服用剂量与时间和高密度脂蛋白（HDL）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2） 各组基因型分布均符合 H-W 平衡（P > 0.05），合并组和单纯 SCZ 组

之间比较，rs1234223 基因型频率、等位基因分布有统计学差异（χ2 = 9.131, df = 2, p = 0.01; 
χ2 = 5.29, df = 1, p = 0.021），经 Bonferroni 检验校正后基因型频率仍有统计学意义（P<0.05），
等位基因分布没有统计学意义（P = 0.063）。3）单体型分析发现：合并组和单纯 SCZ 组之间

单体型分析显示 TTC 单体型在前组中少于后组，例数和百分比分别为：47.92(0.080)，
70.32(0.123)，OR 值为 0.639，95%可信区间为 0.434~0.941，χ2=5.216，P=0.022。4）PTEN
基因多态性和生化代谢指标的相关性分析中我们发现：PTENrs1234225 位点携带 TT 基因型的

患者甘油三酯和腰围的数值低于携带较其他基因型患者的甘油三酯和腰围的数值 
结论 PTEN基因 rs1234223位点可能是中国汉族人群精神分裂症合并2型糖尿病的易感基因。

TTC 单体型可能是精神分裂症合并 2 型糖尿病的保护因素。PTEN rs1234225 位点 TT 基因型

是甘油三酯降低和腰围降低的保护因子 
 
 
PO-024 

焦虑性抑郁症杏仁核亚区的灰质体积及功能连接研究 
 

李瑶瑶 1,王金辉 2,陈炜 1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2.杭州师范大学认知与脑疾病中心 

 
 
目的 研究发现焦虑性抑郁症与非焦虑性抑郁症在杏仁核的活动和连接方面存在差异。然而越来

越多证据表明杏仁核不是一个独立的结构，而是结构上和功能上异质性的核团复合体，包含三

个亚区分别为基底外侧核 (laterobasal，LB)、浅表核  (superficial，SF)和中央内侧核

(centromedial，CM)。大多数人类神经影像学研究把杏仁核作为一个独立的结构，这很可能忽

视了各亚区独立的功能和连接模式。因而本研究旨在探究焦虑性抑郁症和非焦虑性抑郁症杏仁

核亚区灰质体积及功能连接的差异。 
方法 纳入 26 例焦虑性抑郁症患者，23 例非焦虑性抑郁症患者和 30 例性别、年龄、受教育程

度相匹配的健康对照。采用结构磁共振成像技术研究各杏仁核亚区的灰质体积，使用功能磁共

振成像技术研究以各杏仁核亚区为种子点的静息态功能连接。对三组被试杏仁核亚区的结构和

功能进行比较。 
结果 （1）三组被试各杏仁核亚区的灰质体积大小无显著差异。（2）与健康对照组比较，病人

组（焦虑性抑郁症和非焦虑性抑郁症）左侧浅表核与壳核（putamen）之间的功能连接减弱；进

一步分析焦虑性抑郁症组和非焦虑性抑郁症组，两组左侧浅表核与壳核之间的功能连接无显著

差异。（3）与健康对照组比较，病人组（焦虑性抑郁症组和非焦虑性抑郁症组）的右侧浅表核

与前额叶之间的功能连接减弱。而焦虑性抑郁症组和非焦虑性抑郁症组两者比较无显著差异。

（4）以基底外侧核和中央内侧核为种子点的功能连接，三组之间无显著差异。 
结论 （1）焦虑性抑郁症组和非焦虑性抑郁症组均发现双侧浅表核功能连接较健康对照组减弱，

这可能是抑郁症特征性改变，可用以区分健康人和抑郁症患者。（2）对病人组两组之间的各杏

仁核亚区的功能连接进行比较均没有发现显著差异，这可能说明抑郁症杏仁核功能的改变与是

否伴发焦虑无关，并且不依赖于杏仁核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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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5 
Decreased gray matter volume in the left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as a treatment-outcome predictor in 
schizophrenia 

 
Guo Wenbin1,Xu Xijia2,Zhang Hongxing3,Liu Feng4,Zhang Zhikun5,Li Ranran1,Li Huabing6,Wu Renrong1,Liu 

Yi1,Zhao Jin1,Wang Ying1,Zhao Jingping1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11， China. 
2.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Affiliated Nanjing Brain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3.Henan Key Laboratory of Biological Psychiatry， Henan Mental Hospital，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xiang Medical University， Xinxiang， China. 
4.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Tianjin， China. 

5.Mental Health Center，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7， China. 

6.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11， China. 

 
 
Background  Decreased gray matter volume (GMV) in the left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STG) 
has been implicated in the neurophysiology of schizophrenia. However, it remains elusive 
whether the left STG volumetric reductions are static or progressive or reversible in different 
stages of schizophrenia. 
Methods  The samples included 429 subjects (first-episode patients, chronic patients, high-
risk subjects, unaffected siblings and healthy controls) from three centers. Voxel-based 
morphometry was employed with an overlapping technique, which was applied to define brain 
regions with abnormal GMV common to schizophrenia. 
Results  Progressively decreased GMV in the left STG is revealed from first-episode patients 
to chronic patients. Patients with high GMV in the left STG appear to exhibit good treatment 
outcome. Moreover, decreased GMV in the left STG has correlations with symptom severity 
(especially negative symptoms), and cognitive parameters in first-episode patients. There are 
nega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left STG volume and illness duration or symptom severity 
in the pooled patients from all samples. 
Conclusions  Changes in the left STG volume are first examined in different stages of 
schizophrenia by using a multi-center design. The results show that patients with great GMV 
reduction in the left STG will achieve poor treatment outcome. This study thus provides 
evidence of the left STG volume as a potential treatment-outcome predictor for schizophrenia. 
Moreover, the left STG volume has links to negative symptoms in first-episode patients, and 
bears clinical significance. 
  
 
PO-026 
结构式团体心理查房在综合医院心身医学科的应用价值探讨 

 
周波,邱剑,黄雨兰 , 汪瑾宇 ,何影 ,邹志礼,闵文蛟 

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结构式团体心理查房在综合医院心身医学科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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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通过自制量表调查 2016 年 6-8 月期间四川省人民医院心身医学中心 90 例住院患者最关

心的前 5 个问题， 2016 年 9-12 月将 5 个问题纳入结构式团体心理查房的内容并进行预实验，

根据患者和医生反馈，反复修改结构式团体心理查房的内容和顺序，确定最后方案。2017 年 1-
6 月对 680 例住院患者进行结构式团体心理查房，纳入标准：所有精神疾病住院患者。排除标

准：1、年龄＜16 岁；2、精神分裂症患者；3、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者；4、听力严重障碍者；

5、不能理解谈话内容者；6、不愿意参加者。频率每周 1 次，每次 15-20 人，时间 2 小时，查

房者为兼有心理咨询师资格的精神科副主任医生和主任医师各 1 名，主管医生和主治医生共同

参与。出院前对患者进行问卷和结构式访谈，结构式团体心理查房半年后对医务人员进行结构

式访谈和病房医疗指标前后 3 月的比较。 
结果 住院患者最关心的 5 个问题依次为：该病能否断根（治愈）？治疗有无副作用？服药需要

多久？怎么治疗？什么原因导致生病？680 例住院患者中抑郁障碍占 23%，抑郁共病焦虑障碍

8%，广泛性焦虑障碍 21%，躯体症状障碍 15%，双相情感障碍 11%，惊恐障碍 5%，老年性

痴呆（早期）6%，其他 11%，患者对结构式团体心理查房认为非常满意 77%，满意 17%，一

般 3%，不满意 3%，68%患者认为从其他患者哪里获得了帮助，72%不那么紧张害怕了，56%
孤单感降低了，50%认为不能随便停药了，34%对服药没有以前恐惧了。75%的下级医生反馈

与患者进行沟通的信心和技巧增加了，35%的医生反映被患者纠缠减少了。医疗指标前后比较，

团体心理治疗的参与度增加 35%，生物反馈的治疗依从性增加 28%，平均住院时间缩短 0.75
天。 
结论 结构式团体心理查房可以降低患者的紧张和孤独感，增加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提升下级

医生医患沟通的信心和技能，在综合医院心身医学科有应用推广价值。 
 
 
PO-027 

杏仁核不同神经元集群在大鼠 PTSD 样行为中的作用 
 

黄庚娣,司纪剑,薛蓉,杨建立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采用单次长时程应激（SPS）作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模型，观察杏仁核不同神经元集群在大

鼠 PTSD 样症状中的作用，为开发新的 PTSD 治疗手段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采用 SPS 进行造模，将 SD 大鼠随机分成未造模对照组，SPS 模型造模后 1d、14d 组，

旷场、高架十字迷宫实验检测大鼠 PTSD 的焦虑样行为改变，免疫荧光检测杏仁核 c-fos 表达

变化；DREADDs 技术抑制杏仁核脑区，检测其是否影响 PTSD 的发生。脑区注射腺相关病毒，

将改造的 hM4Di 表达在大鼠杏仁核 CeA 脑区，并通过腹腔注射 hM4Di 的配体氯氮平-N-氧化

物来抑制杏仁核。采用 SPS 进行造模，同样方法检测 PTSD 的焦虑样行为改变；利用免疫荧光

技术检测 BLA 和 CeA 的 c-fos 表达；同时应用 CaMKII 和 GAD67 和 c-fos 共标来表征不同的

神经元集群的激活情况。 
结果 同对照组大鼠相比较，SPS 造模后 14d 的大鼠在旷场中央区和高架十字的开臂停留时间

均显著的缩短（P<0.05），SPS 造模后 1d 组没有明显差异，表明 SPS 可诱导大鼠产生延迟性

的焦虑样行为。c-fos 免疫荧光结果显示在 CeA 脑区，同未经 SPS 造模的对照组大鼠相比，造

模 14d 后 c-fos 的表达含量增高(P<0.05)，与造模后 1d 的大鼠相比，没有明显差异。BLA 脑区

神经元集群的激活模式未发现任何显著性改变。 
利用 DREADD 技术抑制杏仁核 CeA 脑区，同其他未干预组相比，SPS 造模后 14d 大鼠在旷场

中央区和高架十字的开臂停留时间均显著的增加(P<0.05)，表现出抗焦虑作用。 
大鼠在 SPS 模型后，GAD67+c-fos 阳性/ c-fos 阳性的比值显示在 CeA 脑区，同未造模动物相

比，造模 14 天后 GAD67+c-fos 阳性/ c-fos 阳性的比值明显增高[P<0.001]，但造模后第 1 天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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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显差异，BLA 脑区 GABA 能神经元集群的激活模式未发现任何显著改变。CaMKⅡ+c-fos
阳性/ c-fos 阳性的比值显示在 CeA 脑区和 BLA 脑区，谷氨酸能神经元集群的激活模式都未发

现任何显著改变。 
结论 大鼠 PTSD 样行为的发生同时伴随有中央杏仁核的激活，这可能参与了 PTSD 发生。利

用 DREADD 技术抑制杏仁核 CeA 脑区，出现抗焦虑作用，因此，中央杏仁核参与 PTSD 的发

生。 
中央杏仁核的 GABA 能神经元的激活比例的失调很可能参与了 PTSD 样行为的发生。其因果联

系需要进一步的化学遗传学进一步证明。 
 
 
PO-028 
Physical activity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with anorexia 

nervos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Zhang qingling1,Xu Rufu1,She Xi1,Xu Xiu1,Liu Minghua2 
1.Xinqiao Hospital of the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Southwest Hospital of the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Objectives To explore the intervention effects of physical activity in patients with anorexia 
nervosa compared with care as usual. 
Desig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Data sources Five databases (EMBASE, PubMed, Medline, BIOSIS Previews and Cochrane 
Library) were searched until 2 June, 2017. 
Eligibility criteria for selecting studies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that isolated the intervention effects of physical activity aiming to 
anorexia nervosa patients ≧12 years of age  were included. 
Results Of 7003 studies searched, 7 studie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209 participants, 
including 5 male patients ) were eligible. Pooled result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tervention effects of physical activity on some anthropometric variables such as weight(mean 
difference (MD)-1.58,95%CI-4.26,1.10,Z=1.16,  P =0.25 I2=0%) and weight increment(mean 
difference (MD)0.04,95%CI-1.50,1.57,Z=0.05, P =0.96 I2=51%), body mass index(BMI) (mean 
difference(MD)-0.4,95%CI -1.23,0.42, Z=0.96, P =0.34,I2=0%)and BMI increment(mean 
difference(MD)0.12,95%CI -0.49,0.73, Z=0.38, P =0.70,I2=0%),and percentage body fat 
(mean difference(MD)-0.62, 95%CI-2.6,1.37,Z=0.61, P =0.54, I2=0%),wherea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muscular strength and agility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ime to vital-sign 
stabilization significantly shortened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in some studies. 
Conclusions Meta-analysis provides low-moderate quality evidence that appropriate physical 
activity with adequate food supply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anorexia nervosa does not 
lead to decrease in weight, BMI and body fat percentage. Furthermore, appropriate physical 
activity benefits the increase of bone mineral density, muscular strength and agility. Moreover, 
appropriate physical activity can improve compliance with the treatment regime and shorten 
time to vital-sign stab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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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9 
强迫症患者脑灰质基于体素的形态学研究 

 
陶甜美 1,张付全 1,2,王国强 1,2 
1.皖南医学院无锡临床学院 

2.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运用基于体素的形态学测量（VBM）分析方法研究强迫症患者大脑灰质体积的改变，以及

强迫症患者大脑灰质体积和耶鲁布朗强迫量表（Y-BOCS）评分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的研究方法，收集了 18 例未服药的强迫症患者和 18 例性别、年龄和受教

育程度相匹配的健康对照组，使用 3.0T 的磁共振设备对被试的大脑结构进行磁共振扫描。采用

VBM 分析方法对所获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强迫症患者组较对照组在 3 个 MNI 坐标点的灰质体积显著增加，但这 3 个坐标点在

ALL 模板上没有找到具体脑区。（2）与对照组相比，强迫症患者灰质体积减小的脑区有：右侧

罗兰迪克岛盖、中央前回、中央后回、右内侧和旁扣带回、右侧舌回、右侧楔叶、左侧距状裂

周围皮质、左侧枕下回、双侧枕上回、左侧枕中回、右侧颞极、右侧小脑以及双侧直回（P＜0.05，
未校正）。结果经过多重比较校正后发现，强迫症患者灰质体积减小的脑区有：右侧罗兰迪克

岛盖、中央前回、中央后回、右侧颞极、左侧枕下回、左侧枕中回、右侧小脑以及双侧直回（P
＜0.05，已校正）。（3）本研究以颅内体积为协变量，对强迫症患者大脑灰质体积与 Y-BOCS
评分作回归分析发现，强迫症患者右侧额中回、左侧内侧额上回、左侧背外侧额上回、右侧罗

兰迪克岛盖、双侧眶额叶下回、右侧眶额叶中回、右侧颞中回、右侧颞极、小脑、左侧脑岛以

及小脑的蚯体的灰质体积与 Y-BOCS 评分存在负相关（P＜0.05，已校正）。（4）本研究进一

步发现强迫症患者灰质体积减小的脑区和灰质体积与 Y-BOCS 量表呈负相关的脑区有重叠部

分，分别位于右侧颞极、右侧小脑、右侧罗兰迪克岛盖（右侧颞极：R2=0.222；右侧小脑：R2=0.224；
右侧罗兰迪克岛盖：R2=0.177）。 
结论 1.强迫症患者灰质体积存在异常，主要表现为大脑皮质灰质体积的减小。2.除皮质-纹状体

-丘脑-皮质环路的结构异常外，大脑的后部区域如顶叶、颞叶、枕叶和小脑灰质体积减小可能与

强迫症的发病机制相关。3.强迫症患者症状严重程度与大脑灰质体积的改变呈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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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0 
Voxel-wise brain-wid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bnormalities in first-episode, drug-naive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Guo Wenbin1,Cui Xilong1,Liu Feng2,Chen Jindong1,Xie Guangrong1,Wu Renrong1,Zhang Zhikun3,Chen 

Huafu2,Zhao Jingping1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11， China. 
2.Key Laboratory for NeuroInformation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hool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Sichuan， China. 
3.Mental Health Center，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7， China. 
 
 
Due to different foci and single sample across studies, abnorm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 
has been implicated in the pathophysiology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with 
inconsistent results. The inconsistency may reflect a combination of clinical and 
methodological variability, which leads to limited reproducibility of these findings.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examine voxel-wise brain-wide FC abnormalities in two independent samples of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drug-naive MDD. The samples included 59 patients with MDD and 
31 controls from Sample 1, 29 patients with MDD and 24 controls from Sample 2, and 31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37 controls from Sample 3. Global FC (GFC) and an 
overlapping technique were applied to analyze the imaging data.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patients with MDD in Sample 1 and Sample 2 showed increased GFC in overlapped 
brain areas, including the bilateral insula, right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IPL), and right 
supramarginal gyrus/IPL. By contrast, decreased GFC in overlapped brain areas, including 
the bilateral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presuneus and left calcarine cortex, were found in 
patients with MDD. In additio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from Sample 3 did not show any 
GFC abnormalities in the overlapped areas from the results of Sample 1 and Sample 2. The 
present study is the first to examine voxel-wise brain-wide FC in MDD with two independent 
samples by using an overlapping technique. The patients show abnormal GFC in brain areas 
of multiple networks including the fronto-limbic network, default-mode network, sensory-motor 
network, and visual recognition network. 
  
 
PO-031 

成人早期原发性失眠障碍比率低频振幅 fMRI 研究 
 

黄懿钖 1,谢世平 2,吕兰兰 2 
1.南京市儿童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目的  探讨成人早期原发性失眠障碍静息态下功能磁共振脑比率低频振幅的特征。 
方法  1）招募了 21 名首发未服药且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诊断标准的成人

早期原发性失眠患者及 20 名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均匹配的健康对照组。所有受试者均进行

了三维脑结构及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扫描。 2）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扫描前，对所有受试者进行

便携式睡眠多导仪、匹茨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简式睡眠信念与态度问卷、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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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焦虑量表评估。 3）在 Matlab2010a 平台上分别对 PI 组及 NC 组的功能图像进行

预处理，接着在 0.01~0.08 Hz 频段内计算脑比率低频振幅值，接着对两组进行独立样本 t 检
验，设 P<0.01 双侧，得到有统计学意义的脑区；然后采用 IBM SPSS19.0 统计软件分别对 PI 
组比率低振幅在ＭＮＩ坐标上有统计意义脑区峰值与临床量表评分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 
P<0.05 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两组的年龄无统计学差异 （P>0.05）； 原发性失眠组匹茨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简

式睡眠信念与态度问卷、汉密尔顿抑郁量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评估评分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I 组存在客观睡眠障碍。  
2 比率低振幅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原发性失眠障碍组比率低振幅值显著降低的脑区是左侧背外侧前额叶

（t=-3.8528，P<0．01 双侧，Alphaism 矫正），左侧楔前叶（t=-4.288，P<0．01 双侧，Alphaism
矫正），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3）相关分析 
     原发性失眠障碍组左侧背外侧前额叶比率低振幅值与 DBAS-16 评分呈正相关(r =-0.465, 
P <0.05)。 
结论 1）成人早期原发性失眠障碍组左侧背外侧前额叶大脑的自发活动比率低振幅值减低，可

能是影响 PI 患者出现的认知障碍及情绪异常的因素之一。 
2）成人早期原发性失眠障碍组左侧背外侧前额叶的比率低振幅值与简式睡眠信念与态度评分呈

正相关，推测可能是左侧背外侧前额叶对情感认知活动的调节功能受损而造成了失眠障碍患者

对睡眠的负性认知。 
3）成人早期原发性失眠障碍组左侧楔前叶大脑自发活动比率低振幅值值减低，可能与 PI 患者

过于注意睡眠障碍、感官刺激的敏感性增高及大脑皮层情感反应性增高有关，探索以楔前叶及

相关功能连通脑区的潜在作用机制将为治疗睡眠和觉醒问题，及失眠伴发的抑郁、焦虑问题十

分必要。 
 
 
PO-032 

患者-医生定位评估表的信效度检验 
 

姜忆南,熊娜娜,史丽丽,魏镜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医患关系（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是人类所能体验的一种最深层的人际关系。正如

Micheal Balint 先生所说：“处于医学核心地位的是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人的关系”。而医生对于医

患关系的定位与看法，势必会影响到医患关系的品质。因此，我们开发一种评估工具——《患

者-医生定位评估表》，帮助我们评价医生和医学生对待医患关系的理解与态度，并在本研究中

对该工具进行信效度检测。 
方法 本研究是一个横断面研究。根据 The Kalamazoo Consensus Statement 的精神及征求专

家意见后，我们发展出《患者-医生定位评估表》。该量表的主要目的是评估医生和医学生如何

看待医患关系。这一评估表包含 18 个条目，采用 Likert 6 点评分法。量表的赋值为“1——6”。
其中，第 3、9、10、13、15、17 为反向计分。高分代表倾向于以医生为中心，低分代表以患

者为中心。该量表的信效度始终未被科学的评估过。共有 967 名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生接受《患

者-医生定位评估表》的评估。所有被试被要求现场完成问卷并交回，填写过程是匿名的。在全

部 967 名被试中，591 份有效问卷被回收。在统计分析中，将对利用上述获得数据对《患者-医
生定位评估表》进行统计分析，包括探索性因子分析，内部一致性检验及 Cronbach alpha 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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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该问卷的 Cronbach’ alpha 是 0.729，表明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对该量表进行探索性

因子分析，共提取 5 个因子，可解释总方差的 51.9%。删去拟合较差的三个条目后，可提取 4
个因子，可解释总方差的 50.9%。该四因子模型分别关注于医患定位的不同方面：因子 1 包含

5 个条目，主要聚焦于“是否重视理解患者的感受”；因子 2 包含 4 个条目，主要聚焦于“在访谈

开始时是否重视建立关系”；因子 3 包含 3 个条目，主要聚焦于“在访谈结束时是否有相应的安

排”；因子 4 包含 3 个条目，主要聚焦于“如何就问题与治疗方案与患者达成一致”。 
结论 《患者-医生定位评估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和结构效度，可用于评价医务人员对医患

关系的理解和定位。 
 
 
PO-033 
游离甲状腺素与精神病临床高危综合征认知功能相关性研究 

 
鲍成,余斌,龚发金,周围,杜群丽,吴植明 

江西省精神病院 
 
 
目的 探讨甲状腺功能及自身免疫抗体与精神病临床高危综合征认知功能相关性。 
方法 应用中文版精神病高危综合征定式访谈（SIPS）收集精神病高危综合征人群 70 例（研究

组，n=70），同时纳入相匹配的健康受试者（对照组，n=40）。两组受试者均接受 MATRICS
成套认知功能测试（MCCB）中文版评估认知评估：连线测验（TMTA）、符号编码（BACS）、

词语范畴流利性测验评估信息处理速度；持续操作测验（CPT）评定注意/警觉性；WMS-III 空
间广度测验评定工作记忆；霍普金斯词语学习测验修订版（HVLT-R）评定词语学习功能；简易

视觉空间记忆测验-修订版（BVMT-R）评估视觉记忆；迷宫测验（NAB）评估推理和问题解决

能力，情绪管理测验评估患者社会认知。同时抽取外周血检测两组甲状腺功能及自身免疫相关

指标：游离甲状腺素（FT4）、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促甲状腺激素（TSH）、甲状

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甲状腺球蛋白抗（TGAb）。使用相关统计学方法进行比较及相

关性分析。 
结果 （1）研究组在符号编码、持续操作、空间广度、空间记忆四个认知分测验中分值显著低

于对照组（P＜0.01）。（2）研究组中，FT4 越高，其认知功能综合分及认知/警觉分测验表现

更好，未发现 FT3、TSH、TPOAb 与认知功能各分测验存在相关性。（3）在校正了年龄、性

别、受教育年限后进行多变量分析，FT4 和注意/警觉关联性显著（P＜0.01），而在对照组中

未发现 FT4 与认知功能存在关联性（P＞0.05）。 
结论 研究显示精神病高危综合征人群便存在认知功能损害，且其血 FT4 水平与精神病临床高

危综合征认知功能（注意/警觉、总体认知功能）存在正性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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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4 
Aberrant default mode network underlying the cognitive 

deficits in the patients with late-onset depression 
 

liu xiaoyun,Jiang WenHao,Yuan Yonggui 
Department of Psychosomatics and Psychiatry， Zhongda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Late-onset depression (LOD) was one of most common mental disorders in geriatric 
population. Although researchers had detected a broad range of cognitive deficits in acute 
stage of LOD and found the default mode network (DMN) might be related to those cognitive 
deficits in imagelogy and genetics research, however, up to now, the neural underpinnings of 
LOD and cognitive deficits remained poorly understood. In this article, we review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brain areas of DMN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s for the purpose to 
illustrate the neural underpinnings of cognitive deficits and their pathological implication in LOD. 
Meanwhile, we pointed out that the cognition dysfunction in LOD was complex and remained 
a considerable area of clinical research. 
 
 
PO-035 

A comparison of efficacy on anhedonia in the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by escitalopram and 

duloxetine. 
 

Li Yinghui,Zhang Yuqun,Xu Zhi,Mou Xiaodong,Mao Shengqin,Yue Yingying,Jiang Wenhao 
Affiliated ZhongDa Hospital and Institute of Neuropsychiatry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compare duloxetine and escitalopram in the treatment of anhedonia in the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Methods   This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study included 53 inpatients (aged 18-65 years) 
who met the DSM-IV criteria for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nd were treated with two different 
treatments: escitalopram (n=29 subjects) or duloxetine (n=24 subjects). Psychopathological 
assessment was performed with the Snaith Hamilton Rating Scale (SHAPS) for anhedonia, 
and the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DRS) for depression at baseline, the end of 2nd 
week and 8th week of treatment respectively. 
Results  In the inter-group comparison, two groups respectively showed significant 
reductions at the end of 2nd and 8th week for the SHAPS and HDRS compared to those at 
the baseline (all P<0.01); but in the between-group comparison, the mean reductions of HDRS 
and SHAPS scores between two groups at the 2nd and 8th week were observed to b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Conclusions  Both escitalopram and duloxetine can reduce anhedonia in patients with MDD, 
and duloxitine had similar efficacy on anhedonia with escitalop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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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6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基因多态性与精神分裂症及其认知功能

的关联研究 
 

朱明环,易正辉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分部 

 
 
目的 本文旨在研究中国汉族人群中 BDNF 基因多态性与 SCZ 及其认知功能的潜在联系 
方法 本研究选取 354 例 SCZ 患者(SCZ 组)和 416 名健康对照人群（正常组）为研究对象。用

TaqMan探针基因分型技术对BDNF 基因 4 个多态性位点（rs7482257，rs7483883，rs1491850，
rs16917234）进行基因型和等位基因检测，比较 SCZ 组和正常组基因型和等位基因分布频率

的差异性。对 4 个多态性位点进行连锁不平衡分析，比较 SCZ 组和正常组单体型分布频率的差

异性。使用重复性成套神经心理状态测验(RBANS)对 354 例 SCZ 患者及 136 名健康对照人群

进行认知功能评估分别研究两组 BDNF 基因 4 个多态性位点不同基因型间认知功能的差异。 
结果 两组之间 BDNF 基因 4 个多态性位点的基因型和等位基因分布频率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P>0.05）。连锁不平衡分析及单体型遗传关联分析显示：rs16917234 与 rs1491850 存在强

连锁，rs7482257 与 rs7483883 存在强连锁，但 SCZ 组与正常组比较，所有单体型分布频率差

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SCZ 组和部分健康对照人群（136 名）RBANS 评分比较，SCZ
组在 RBANS 各因子分及总分均较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 P＜0.001）；在 SCZ 患者中，BDNF 
rs7482257 不同基因型 RBANS 视觉广度因子评分存在统计学差异（P <0.05），CC 纯合子组

得分明显低于 CT 杂合子组（P=0.03）和 TT 纯合子组（P=0.01），而在健康对照组中则无差

异；BDNF 基因 rs7483883，rs1491850 和 rs16917234 在 SCZ 组和健康对照组中，不同基因

型间 RBANS 各因子分及总分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SCZ 患者存在广泛的认知功能损害。BDNF 基因 rs7482257，rs7483883，rs1491850，
rs16917234 基因多态性可能不是 SCZ 的易感性位点。BDNF 基因 rs7482257 位点的 CC 基因

型可能与 SCZ 的视觉广度损害有关。 
  
 
PO-037 
5-羟色胺 1A/1B 受体 DNA 甲基化及其与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

对艾司西酞普兰抗抑郁疗效的影响 
 

王培培 1,易正辉 2 
1.复旦大学 药学院 

2.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研究表明，5-羟色胺受体与抑郁发病机制及抗抑郁药物治疗均有密切联系，而基因启动子

区 DNA 甲基化状态对其表达具有重要影响。本研究拟从基因表观遗传及环境因素角度探索 5-
羟色胺受体 1A/1B DNA 甲基化及其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对抗抑郁药物艾司西酞普兰临床疗效

的影响，以期为抗抑郁药物个体化治疗提供生物学预测标志物 
方法 对 142 例中国汉族患者予以草酸艾司西酞普兰（10-20mg/d）治疗 8 周（85 例）。采用

HAMD-17 评估抑郁严重程度和随访疗效，LES 及 CTQ 评估生活压力影响。并采用重亚硫酸盐

测序法对基因 5-HT1A/1B 启动子区 CpG 位点甲基化水平检测，用 Mann-Whitney U 检验分析

完全缓解组和未完全缓解组 DNA 甲基化水平差异，逻辑回归分析不同 CpG 位点 DNA 甲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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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及其与 LES、CTQ 相互作用对抗抑郁疗效的影响，Wilcoxon 秩检验分析用药前后 DNA 甲

基化变化水平差异 
结果 统计分析显示：1.HTR1A 和 HTR1B 两个 CpG 位点低甲基化与抗抑郁药物疗效差显著相

关  (CpG 668, GRGh37, NC_000005.10, 63257451, P=0.025; CpG 1401, GRGh37, 
NC_000006.12, 78172338, P=0.033)。2.年龄和环境因素对 DNA 甲基化水平具有一定影响 (P
＜0.05)。3.四个 CpG 位点 DNA 低甲基化与 LES 评分高相互作用显示较差的抗抑郁药物反应 
(HTR1A_1 CpG659, P=0.036; HTR1A_1 CpG668, P=0.027; HTR1A_1 CpG706, P=0.047; 
HTR1B_2 CpG-107, P=0.045)。4.药物治疗后 DNA 甲基化水平显著升高 (HTR1B_1 CpG-336, 
P=0.046; HTR1B_2 CpG-105, P=0.020; HTR1B_2 CpG-107, P=0.038; HTR1B_4 CpG1443, 
P=0.010), 且完全缓解组变化水平较未完全缓解组具有显著差异。 
结论 HTR1A/1B 低甲基化及其与 LES 相互作用与抗抑郁药物疗效差显著相关；同时 DNA 甲基

化程度受年龄、环境因素及药物治疗影响呈动态改变。 
 
 
PO-038 

Shared genetic risk factors for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nd stroke 

 
Zhao Fuying,Yuan Yonggui 

Department of Psychosomatics and Psychiatry， ZhongDa Hospital， Institute of Psychosomatics， 
School of Medicine， Southeast University 

 
 
Background  The comorbidity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 and stroke is common in 
the elderly population.There is a growing bodying of evidence suggesting a bi-dire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oke and MDD.However,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association 
are poorly investigated. Considering that both MDD and stroke can be heritable and are 
influenced by many risk genes,shared genetic risk factors between them may exist. 
Objective:To review the existing evidence of common genetic risk factors for both MDD and 
stroke and to outline the possible patho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mediating the association. 
Results:Genetic polymorphisms of 4 genes,methylenete-trahydrofolate reductase, 
angiotensin-1 converting enzyme,apoliporotein E and serum paraoxonase,have been 
demonstrated to associate with the increased risk of both MDD and stroke.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e possible patho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that are common to these two 
disease,including immune-inflammatory imbalance,increased oxidative and nitrosative 
stress,dysregulation of folate and lipid metabolism,and changes of cerebrovascular 
morphology and function.Some conflicting results have also been included and a few studies 
hav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the described polymorphisms on the MDD and stroke 
comorbidity,such as post stroke depression. 
Conclusion: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shared genetic pathways may contribute to the 
comorbidity of MDD and stroke.Studies to evaluate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MDD and 
stroke may provide insights into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that trigger disease pro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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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9 
五羟色胺 2C 受体基因多态性与中国汉族精神分裂症共病 2 型

糖尿病的关联研究 
 

郭向晴 1,易正辉 2 
1.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 
2.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在中国汉族人群精神分裂症（SCZ）患者中探讨共病 2 型糖尿病（T2DM）与五羟色胺 2C
受体（5-HTR2C）基因多态性(rs2192371、rs5988072)的关联性。 
方法 本研究选取服用氯氮平的长期住院 SCZ 患者伴有 T2DM（共病组 257 例）、不伴有 T2DM
（单纯 SCZ 组 288 例）、单纯 T2DM 患者（单纯 T2DM 组 207 例）以及正常人群（正常对照

组 329例）为研究对象，采用Taqman基因分型技术对 5-HTR2C基因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
位点(rs2192371、rs5988072)进行基因分型，比较各研究组的等位基因、基因型及单体型分布

频率有无差异。  
结果 （1）单位点分析显示：共病组与对正常照组 rs2192371（χ2=8.33，df=2，P＝0.016、
χ2=3.27，df=1，P＝0.07）及 rs5988072（χ2=12.47，df=2，P＝0.002、χ2=3.12，df=1，P＝
0.073）基因型分布存在显著差异，而等位基因分布则无明显差异；单纯 SCZ 组与正常对照组、

单纯 T2DM 组与正常对照组：rs2192371 及 rs5988072 基因型分布和等位基因分布均无明显差

异；共病组与单纯 SCZ 组：rs2192371（χ2=11.28，df=2，P＝0.004、χ2=8.06，df=1，P＝0.005） 
及 rs5988072（χ2=7.01，df=2，P＝0.03、χ2=5.93，df=1，P＝0.015）基因型分布和等位基因

分布均存在显著差异，经 Bonferroni 校正检验后，差异仍有统计学意义(P<0．05)。（2）单体

型分析显示：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在各单体型分布上，共病组、单纯 SCZ 组及单纯 T2DM 组均

无显著差异（p>0.05）； 而在共病组和单纯 SCZ 组比较中，由 rs2192371-rs5988072 组成的

单体型 A-C 和 G-T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5.841, p = 0.0157；χ2 = 7.592, p = 0.0048），但

经 Permutation test 检验校正后，A-C 单体型分布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2)，而 G-T 单体

型频率分布仍有统计学意义（p=0.047）。 
结论 5-HTR2C 基因多态性 (rs2192371、rs5988072)与中国汉族精神分裂症共病 2 型糖尿病

存在关联，其可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共病 2 型糖尿病的易感基因。 
 
 
PO-040 

The taxometric analysis of Chinese eating disorder 
patients in Shanghai 

 
Zheng Yuchen,Kang Qing,Huang Jiabin,Jiang Wenhui,Liu Qiang,Chen Han,Fan Qing,Wang Zhen,Chen 

Jue,Xiao Zeping 
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Background  According to the ICD and DSM, eating disorders (ED) are classified using a 
categorical model which assumes the subtypes are qualitatively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 
However, it is still intensely debated that a dimensional model is probably a more suitable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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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s  To examine whether eating disorders have a taxonic (categorical) or dementional 
relationship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eating disorder. To make suggestions for clinical 
diagnosis and intervention of eating disorders in the future. 
Methods   379 patients diagnosed as ED from 2010 to 2016 in 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were evaluated with Eating Disorder Inventory-2 (EDI-2) questionnaire and another 
questionnaire developed by researchers. SPSS 20.0 was employed for data management and 
demographic data analysis. Three taxometric procedures (MAXEIG, L-Mode, and MAMBAC) 
were applied respectively to analyze the data of patients’ clinical symptoms. 
Results  There were 334 (88.7%)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with 322 females and 12 males 
out of a total of 379 participants interviewe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adults group (sample size: 
156) and adolescence groups (sample size: 156).  The plots of the three procedures in 
taxometric analysis supported the dimensional construct. The Comparison Curve Fit Indices 
(CCFIs) of the procedures in adults group were 0.49\0.49\0.33 and those in adolescence group 
were 0.41\0.49\0.36 respectively, which also support the dimensional construct. Among the 
clinical symptoms extracted, binge eating behavior (Cohen's d mean=1.06) and BMI (Cohen's 
d mean=0.92) are the two most validated factors to for adults; for the adolescence, binge 
eating behavior (Cohen's d mean=0.90), BMI (Cohen's d mean=0.92) and compensate 
behaviors that rarely used (diuretic (Cohen's d mean=0.85) and cathartic (Cohen's d 
mean=0.84)) are the four most validated factors. 
Conclusion   Results yield converging evidence that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Chinese 
patients with eating disorder have a dimensional latent structure. Further work on improving 
the clinical diagnosis and intervention of Chinese patients with eating disorder is required. 
 
 
PO-041 
IL-17/p38 MAPK 通路在睡眠剥夺后海马齿状回神经祖细胞增

殖的作用机制研究 
 

张轩,吴伟,施福东,薛蓉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观察 REM 睡眠剥夺（SD）对小鼠海马组织 IL-17、IL-17F mRNA、IL-17、p-p38MAPK
表达及海马齿状回神经祖细胞增殖的影响；进一步探讨 SD 与 IL-17/p38MAPK 通路及海马齿状

回神经祖细胞增殖的相关性及其可能机制，为 SD 后认知功能受损的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成年 8-10 周 C57BL/6J 小鼠随机分为 6 组,每组 12 只：A 组：环境对照组；B 组：利用

MMIP 进行 SD 3 天；C 组:腹腔注射生理盐水 80ul，3 天后处死；D 组：腹腔注射重组外源性

IL-17 溶液 80ul，3 天后处死；E 组：SD 3 天后处死，SD 前腹腔注射 DMSO 50ul；F 组：SD 
3 天后处死，SD 前腹腔注射 SB203580 50ul。所有实验动物在处死之前 2h 腹腔注射 BrdU 溶

液。检测各组小鼠海马 IL-17、IL-17F、β-actin 基因表达水平，IL-17、p-p38、β-actin 蛋白表达

水平；观察神经祖细胞标记物 SOX2 与 IL-17RA、IL-17RC 的共表达情况，对各组小鼠海马齿

状回增殖阳性细胞数进行计数。 
结果  与 A 组相比，B 组小鼠海马组织 IL-17、IL-17F mRNA 表达水平增加，IL-17、p-p38 蛋

白表达增加，海马齿状回 p-p38+细胞增加，BrdU+细胞减少；神经祖细胞标记物 SOX2 与 IL-
17RA 及 IL-17RC 共表达；与 C 组相比，D 组小鼠海马组织 IL-17、IL-17F mRNA 表达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p38MAPK 表达增加，海马齿状回 p-p38+细胞数增加，BrdU+细胞减少；与 E 组

相比，F 组小鼠海马组织 IL-17、IL-17F mRNA 表达水平、IL-17 蛋白表达未见差异，p-p38MAPK
表达减少，p-p38+细胞减少，海马齿状回 BrdU+细胞增加，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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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SD 3 天后小鼠海马齿状回增殖细胞减少， IL-17 表达增加， p38MAPK 通路被激活；海

马齿状回神经祖细胞表达 IL-17 RA 及 IL-17RC；SD 后海马齿状回神经祖细胞增殖受抑制的可

能机制为：SD 促使海马组织 IL-17 基因及蛋白水平增加，过度表达的 IL-17 与神经祖细胞的 IL-
17RA 及 IL-17RC 结合，激活 p38MAPK 通路，在海马齿状回神经祖细胞的增殖中发挥抑制作

用。 
  
 
PO-042 

ShRNA targeting norepinephrine transporter in locus 
coeruleusattenuates depression-like behavior of rats 

 
Yin Ming,Lv Xiaoli,Wang Bixin,Li Zhe,Yuan Nian,Du Xiangdong 

Suzhou Psychiatric Hospital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lentivirus-mediated shRNA targeting norepinephrine 
transporter ( NET ) in locus coeruleus on depression-like behavior of rats, and the feasibility 
of experimental gene therapy for depression. 
Methods  Recombinant lentiviral vector expressing shRNA against NETand nonsense 
shRNA as negative control were produced, and their efficiency in knocking down of NETin 
PC12 cells were assessed by Q-PCR and Western Blot analysis. Furthermore, shRNA were 
injected into the rat locus coeruleus bilaterally to investigate whether it can prevent the 
depressive-like behavior induced by chronic unpredictable mild stress ( CUMS ). 3 weeks later, 
rats were tested for depressive-like behavior in the forced swimming test, the sucrose 
preference test and the open field test; the protein expressions of NET were measured by 
Western Blot; the levels of NE were measured b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 HPLC ) . 
Results  Q-PCR and Western Blot showed that the ShRNA-1146 has the best interference 
efficiency targeting on NET ( P＜0.01 ) ; Compared with the depression model group, the 
immobility time in the forced swimming test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 P＜0.01 ) , the sucrose 
preference in the sucrose preference test and the total scores in the open field test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 P＜0.01 ) in the group treated with shRNA in locus coeruleus; compared with 
the depression model group, NET level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 P＜0.01 ) and NE level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 P＜0.05 ) in the group treated with shRNA in locus coeruleus. 
Conclusion  Lentivirus-mediated shRNA targeting NET in locus coeruleus downregulated 
NET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which also led to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depressive-like 
behavior of rats, opening a way for further translational studies. 
  
 
PO-043 

cAMP/PKA signaling pathway contributes to neuronal 
apoptosis via regulating IDE expression in a mixed 
model of type 2 diabetes and Alzheimer's disease 

 
Li Huajie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Changzhou 
 
 
Background  Increasing evidences demonstrated that type 2 diabetes (T2D) may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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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lev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lzheimer’s disease (AD), however,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was not completely clear yet. 
Methods   We firstly developed an animal model presenting both AD and T2D, by 
crossing APP/PS1 mice (AD model) with STZ-treated mice (T2D model). TUNEL 
assay and apoptosis-related protein levels were analyzed for the detection of neuronal 
apoptosis. cAMP activator Bucladesine or PKA inhibitor H-89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effects of cAMP/ PKA signaling pathway on IDE expression and 
neuronal apoptosis. The mRNA or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s were determined by 
quantitative real-time RT-PCR or Western blotting analysis. 
Results  We firstly found that the significantly induced neuronal apoptosis in mice 
with AD and T2D. Th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ro-apoptotic proteins cleaved 
caspase-3, cleaved caspase-9, cleaved caspase-8, Fas, Bax and Bim in mice with AD 
and T2D were also observed. We showed the decreased expression level of IDE and 
the activating of cAMP/PKA signaling pathway in AD and T2D mice. Further studies 
indicated that cAMP activator decreased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IDE and induced the 
neuronal apoptosis in mice with AD and T2D; whereas PKA inhibitor H-89 treatment 
showed the completely opposite results. 
Conclusion  Our study indicated that, in the T2D and AD mice, cAMP/ PKA 
signaling pathway and IDE may participate in the contribute role of T2D in 
accelerating the pathological process of AD 
via causing the accumulation of Aβ and 
neuronal apoptosis. 
 
 
PO-044 

Resveratrolameliorates cognitive deficits through IGF-
1/Akt pathway in rats with vascular dementia 

 
ma xiaowei,Wang Mingwei,Wang Yanyong 

the First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Aims  Our study was designed to explore the role of resveratrol on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vascular dementia (VD) model rats, as well as its possible molecular mechanisms. 
Methods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3 groups : Control group, VD group and VD + 
Res group. The VD group rats were established by permanent bilateral common carotid artery 
occlusion (BCCAO). Animal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received the same operation without 
bilateral common carotid arteries occlusion. The animals in VD + Res group were received 
resveratrol intraperitoneally once a day for consecutive 4 weeks. W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resveratrol on BCCAO-induced cognitive deficits rats models via the Morris water maze 
experiment.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s of resveratrol on cognitive function, we detected the 
expression of IGF-1, Akt and p-Akt via western blotting analysis.  
Results  Our results observed that hippocampal IGF-1 was decreased in VD model rats, 
while resveratrol reverses the alteration of IGF-1 levels. The expression of hippocampal p-Akt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VD group. After 4 weeks of resveratrol treatment, p-Akt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nclusions:Resveratrol significantly ameliorates cognitive deficits in BCCAO-induced VD 
model rats. The potential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protective effects may be mediated 
through IGF-1/Akt 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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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5 
补体因子 H 基因多态性与中国汉族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关联研究 
 

耿瑞杰,易正辉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分部 

 
 
目的 为研究中国汉族精神分裂症患者与 CFH 基因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本文选取了 CFH 基

因 rs800292、rs1061170、rs10801555、rs10922096、rs2019727 5 个位点进行多态性检测，

以期了解 CFH 基因多态性与精神分裂症发病的关系。 
方法 精神分裂症患者（病例组）和正常健康人（正常对照组）均来自上海。根据 HapMap
（http://hapmap.ncbi.nlm.nih.gov/）中 CHB 数据（Chinese Han origin in Beijing, 中国北京汉

族）以及根据 dbSNP 数据库（http://www.ncbi.nlm.nih.gov/SNP/）进行标签 SNP（tagSNP）
的选择，针对 CFH 基因及基因上游 104 bp（chr1: 53395571～53634636），以连锁不平衡系

数（r2）>0.8，微小等位基因频率(MAF)>10%的原则进行挑选，位于内含子上的 rs10801555、
rs10922096、rs2019727 及外显子上的 rs800292、rs1061170 被检出。采用多重 PCR 和

SNaPshot试剂盒（ABI，美国）检测 rs800292、rs1061170、rs10801555、rs10922096、rs2019727
位点单核苷酸多态性。最后采用 GeneMarker 软件来读取基因分型的结果。 
结果 共入组 418 例患者及正常对照组 665 例，所有 5 个 SNP 基因型分布均符合 Hardy-
Weinberg 平衡(P>0.05)。患者组与对照组 rs1061170 等位基因分布和基因型分布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患者组与对照组 rs10922096 等位基因分布和基因型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

经 Bonferroni 校正检验后，基因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过 1000 次的 Permutation
校正检验后，rs1061170 等位基因差异仍具有统计学意义（P 校正=0.045）。单体型分析发现

C-A-T-A-A 频率分布在两组间有统计学意义差异 (χ2 =8.560, P=0.003)，经 1000 次的

Permutation 校正检验后，差异仍有统计学意义（P校正 =0.013）。 
结论 CFH 基因 rs1061170 位点多态性以及单体型 C-A-T-A-A 与中国汉族精神分裂症患者相

关。 
 
 
PO-046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for older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 systematic review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in China 
 

朱晓敏 1,董敏 2,郑伟 3,李晓虹 4,项玉涛 2 
1.苏州市广济医院 

2.澳门大学 
3.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4.北京安定医院 
 
 
目的 Although ECT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reating older patients with MDD in China, results 
of RCTs are mixed.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d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ECT versus 
antidepressants (ADs) in older patients with MDD in China. 

http://www.ncbi.nlm.nih.gov/S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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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Literature search was conducted independently by two reviewers based on PubMed, 
Embase, PsycINFO, Cochrane Library, CNKI, Wanfang and SinoMed from their inceptions 
until May 17, 2017. The Cochrane risk of bias and Jadad scale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quality 
of included RCTs. 
结 果  Five RCTs (n=374; mean age of 66.0-66.4 years; 36.4%-58.3% males) were 
identified. In 2 out of 3 RCTs, ECT alone was superior to ADs monotherapy in the improvement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ssessed by HAMD and clinical judgment at post-ECT 
assessment.Both RCTs of AD-ECT co-treatment showed significant reduction of the HAMD 
total score at post-ECT when compared with ADs monotherapy. No group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terms of ADRs.  
结论 From this SR, ECT appears to be effective and safe in the treatment of Chinese old 
patients with MDD. High quality studies with extended follow up are warranted in future 
 
 
PO-047 

Alcohol-induced conditioned place preference 
negatively correlates with basal anxiety in adolescent 
C57BL/6 mice: inhibition  by neurokinin-1 receptor 

antagonism 
 

Huang Hui,Zhang Xiaojie,Fu Xiaoya,Xiang Xiaojun ,Hao Wei 
Mental Health Institute of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Methods  Adolescent male C57BL/6 mice were assessed for their basal anxiety levels with 
the elevated plus maze(EPM) test and then split into high-anxious mice (HAM) and low-
anxious mice (LAM) based on the percentage of time spent in open arms (OT%). Next, alcohol-
induced conditioned place preference (CPP)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positive reinforcement 
of alcohol. Additionally, we evaluated the effect of an 8-day-long treatment with 10mg/kg L-
703606 on the expression of alcohol-induced CPP and anxiety level in mice. Finally, all mice 
were sacrificed by decapitation and the hippocampus, the prefrontal cortex, and the amygdala 
were manually dissected for Western Blot. 
Results  Compared to HAM, LAM showed greater preference for alcohol(113.53±11.9 
vs.73.46±11.8,P=0.004)and the CPP sco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OT%  (r=0.520, 
P=0.016); NK1R in the hippocampus was up-regulated（0.81±0.06 vs. 0.61±0.07,P=0.026）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PP score (r=0.474, P=0.030). Moreover, L-703606 inhibited 
the expression of alcohol-induced CPP( P＜0.001) but had no effect on OT%(P=0.178)in both 
HAM and LAM. 
Conclusions  The preference for alcohol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basal anxiety level 
and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NK1R level in the hippocampus. NK1R antagonism, L-703606, 
might be a promising therapeutic target for alcohol use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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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8 
产后抑郁心理社会因素与认知行为治疗的相关性研究 

 
吴爱勤,刘小翠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产后抑郁症患者的生活事件、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个性特征、受教育程度、负性

自动思维、婚姻关系、产科并发症等心理社会危险因素对产后抑郁的影响；对照研究认知行为

疗法对产后抑郁患者的治疗作用与个性特征、应对方式、社会支持、负性自动思维的相关性。 
方法 (1)产后抑郁症患者 120 例，正常对照组 120 例，应用一般情况问卷、生活事件量表(LES)、
特质应对方式问卷、社会支持量表（SSRS）、艾森克个性问卷（EPQ）、婚姻满意度量表(IMS)、
自动思维问卷（ATQ）等量表，分析产后抑郁症的心理社会因素。(2)120 例抑郁症产妇随机分

为药物组与结合组(药物治疗+CBT 治疗)，治疗前后均进行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特质应

对方式问卷、SSRS、EPQ、 ATQ 量表测评，比较两组的疗效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 （1）产后抑郁组平均受教育程度显著低于正常组；（2）产后抑郁组负性生活事件分、消

极应对分、负性自动思维分、神经质个性分高于正常组；积极应对、社会支持分、婚姻满意度

分低于正常组；（3）产后抑郁组焦虑/躯体化、认识障碍、绝望感分高于正常组；（4）产后抑

郁组产科并发症高于正常组；（5）认知治疗组与药物组相比，HAMD 总分及因子分、消极应对

分、负性自动思维分明显降低；积极应对分、主观社会支持分、利用度分显著升高；（6）积极

应对、高主观社会支持、高利用度、较少负性自动思维患者对认知治疗依从性高，认知治疗效

果好。（7）消极应对、主观社会支持分低、利用度分低、神经质个性的患者认知治疗依从性低，

认知治疗效果差； 
结论  产后抑郁的发生与心理社会因素密切相关；文化程度低、负性生活事件多、消极应对、

社会支持低、神经质个性特征、婚姻满意度低、负性自动思维多、产科并发症多是产后抑郁发

生的危险因素；良好的教育、积极应对、社会支持高、婚姻满意度高、负性自动思维少可减少

产后抑郁的发生；CBT 治疗可提高患者心理健康水平，提高主观社会支持和利用度，改善产后

抑郁情绪、减少消极应对和负性自动思维，疗效显著优于单纯药物治疗；积极应对、高主观社

会支持和高利用度、负性自动思维少的产妇认知治疗依从性高。依从性影响认知行为治疗疗效。 
  
 
PO-049 
躯体症状障碍 B 标准量表（SSD-12）在 综合医院门诊患者

中的信效度研究 
 

陈然 1,2,Kurt Fritzsche3,张岚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3.德国弗莱堡大学心身医学科 

 
 
目的 SSD-12 量表是目前第一个针对躯体症状障碍 B 症状的快速筛查量表，本研究引进 SSD-
12 自评量表在中国西部一所大型综合医院门诊患者中进行信效度验证，旨在探寻一份适合国内

人群的稳定而可靠的快速筛查 SSD 的工具，为以后的研究打下基础。 
方法 于 2016 年 3 月~12 月，连续纳入 380 名就诊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身疾病科门诊、神经

内科门诊、中医科门诊的患者，进行 SSD-12 自评问卷以及其他量表（包括 PHQ-15、SS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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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Q-9、GAD-7、WI-8）调查，根据 SSD-12 初测得分情况，从不同分数段共计抽取 165 名患

者进行 SCID-5（科研版）访谈问卷调查。为评估重测信度，采用随机数表法随机抽取 70 名患

者进行初次调查 2 周后复测。 
结果 ①信度：SSD-12 的 Cronbach’s α=0.947，SSD-12 各条目间相的相关系数为 0.460~0.752
（P＜0.001）；各条目与总分的相关系数为 0.694~0.828(P＜0.001)；SSD-12 重测相关系数为

0.914（P＜0.001）。②效度：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的1个因子结构，其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3.543%，

命名为“与躯体症状相关的负性情绪”因子，且以“焦虑”情绪为主；SSD-12 总分与检验“焦虑”的
量表（WI-8、GAD-7）相关系数分 0.785、0.624（P＜0.001），高于其与检验“抑郁”或“躯体症

状”的 PHQ-9、PHQ-15、SSS-8 相关系数（r=0.532、 0.540、0.627，P＜0.001），提示 SSD-
12 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SSD-12 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02（95%CI：0.853～0.952，P＜
0.001），最佳划界分为 17 分（对应的敏感度为 94.4%，特异度为 82.8%），提示 SSD-12 具

有较好的效标效度。 
结论 本研究初步验证了躯体症状障碍 B 症状量表（SSD-12）在国内综合医院门诊患者中的具

有较好的信度及区分效度、效标效度，但单因子的结构效度结果表明该量表目前尚不能有效评

估躯体症状障碍 B 标准中“思想、情感、行为”三个方面，量表有待进一步修订及验证。本研究

也为下一步在国内调查 SSD 的流行病学特点以及制定诊疗计划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PO-050 

失眠障碍患者血清尿酸水平与临床症状的相关性研究 
 

赵恺,何金彩, Xiaoqian Luan,Zhihua Liu,Zhuoying Zhu,Huijun Chen,Huiping Shen,Yan Cai,Huihua 
Qiu,Qiongzhang Wang,Yingying Gu,Lin Zhu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国内外研究显示氧化应激和失眠障碍有着密切的关系，失眠障碍可以或许可以引起体内氧

化应激水平增加，抗氧化水平降低。尿酸即可以发挥氧化损伤的作用，又是一种重要的抗氧化

剂。本病例对照研究的目的旨在研究失眠障碍患者尿酸水平的改变，及其临床相关性。 
方法 严格根据纳排标准，共 300例失眠障碍患者与 300例年龄性别匹配的对照组进入本研究。

研究人员在失眠障碍患者纳入的基线期收集相关个人与临床资料，并由专门的精神科医师利用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对其睡眠质量进行评估。对照组召集于前往我院体检中心常规体

检的正常健康人群，对照组没有个人失眠史。对照组的一般资料来源于本院的体检中心。所有

参与者 24 小时内抽血，采用尿酸酶法检测血清尿酸水平。利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失眠障碍患者的血清尿酸水平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279.56±65.80  
vs.299.10±61.17μmol/L,F=14.2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另外，最近一个月内服用过

安眠药的失眠障碍患者与没有服用过安眠药的失眠障碍患者相比，血清尿酸水平没有明显的差

异。Pearson 相关提示失眠障碍患者血清尿酸水平与 PSQI 量表分数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r =-
0.21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失眠障碍患者的血清尿酸水平与患者的年龄，BMI，
失眠时间长短等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多元线性回归显示在控制了年龄、性别、BMI 等变量后，

失眠障碍患者血清尿酸水平依然与 PSQI 量表现出负相关关(β=-0.32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另外，女性患者的血清尿酸水平明显低于男性患者 (253.88±48.82 vs. 
342.44±59.52μmol/L, F=178.24),差异有统计学意（p<0.001）。 
结论 这些结果进一步支持了 Reimund’s 的假说：失眠可以引起氧化应激损伤，而睡眠对氧化

应激起到保护作用。失眠障碍患者的血清低尿酸水平，可能是由于体内氧化应激水平过高，而

使尿酸损耗过多导致的，提示尿酸在失眠障碍患者中或许发挥抗氧化作用。另外，失眠障碍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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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血清尿酸水平与 PSQI 量表现出负相关关系，提示尿酸水平或许与失眠严重度有关，患者低

尿酸水平也许提示其失眠程度较重。 
 
 
PO-051 
Behavioral Dysexecutive Syndrome after Stroke: A Mini 

Review 
 

Liang Yan1,Chan Yuen Lai1,Tang Wai Kwong1,2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CUHK Shenzhen research institute， Shenzhen 
 
 
Background and Purpose - BDES (Behavioral Dysexecutive Syndrome) is a common 
neuropsychiatric disorder after stroke and negatively impacts the stroke rehabilitation. This 
review aims to briefly outline the recent clinical progress on BDES after stroke. 
Methods – We searched PUBMED, MEDLINE and EMBASE. The key words were 
“dysexecutive syndrome” and “stroke” and. We included original observational or 
interventional studies as well as systemic reviews. 
Results – Finally, 42 studies were included in this mini-review. BDES occurs in stroke 
survivors with a prevalence ranging from 3% to 25%. It negatively affects th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physical outcome. The most common presentations of BDES are anosognosia 
and hypoactivity with apathy-abulia. BDES may last several months after stroke suggesting 
chronic clinical course. Cognitive impairment, executive dysfunction, premorbid personality 
and psychopathology and stroke severity are the consistent reported clinical predictors of 
poststroke BDES. Stroke patients with infarcts in frontal lobe, basal ganglia and thalamus were 
widely reported to have varieties of presentations of BDES, suggesting that disruption to 
frontal-subcortical circuit is the pivotal cause of BDES. Antipsychotic drugs or psychosocial 
treatments are suggested to be effective in controlling BDES after stroke. 
Conclusions – BDES after stroke is often underestimated and untreated due to lack of 
awareness even though it relates closely to post-stroke disability and increases burden of 
caregivers. More investigations are warranted in poststroke BDES. 
  
Acknowledgement: 
This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the following grants: Health and Medical Research Fund, 
reference number: 01120376 
  
 
PO-052 

医教结合的践行 
 

随广红 1,赵明珠 1,2,孙凌 1 
1.天津市安定医院 

2.天津市北辰区特教学校 
 
 
目的 “医教结合”是教育学和医学的广泛合作，共同致力于儿童发展的一种理念。在特殊教育领

域，医教结合是根据特殊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实践需求，实施有针对性的教育、保健与康复

等服务。“医教结合”是当代特殊教育发展的必经之路。对残障儿童实施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

期干预，可以起到积极有效的康复作用，使其最大限度地接近于正常人的生理或心理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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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孤独症的患儿不能进入普通小学中学，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了特教学校。虽然特教学校老师

积累了丰富的康复训练技巧，但是很多孤独症患儿伴发很多精神障碍，如注意力缺陷，抽动障

碍，自伤，冲动行为，情绪障碍等，在教学训练中存在很大的困难，基于以上情况，我院联系

了北辰特教学校，尝试医教结合，为孤独症患儿提供医学支持，更好的保证康复训练的有效进

行。 
方法 1.天津北辰特教学校目前时点孤独症患儿达 50 人左右，学龄前近 30 人。该校的校领导及

教师团队一直致力于孤独症患儿的康复教育训练研究。                                            
2.2015 年 12 月 11 日上午，天津市安定医院与北辰区特殊教育学校进行了医教结合的签约仪

式。 
3.医教结合工作开展 
（1）针对每个患儿，配备了专管的教师和医生，学期初对患儿的发育特点，社会交往缺陷，刻

板行为，冲动自伤等均做详细评估，填写了医生版和教师版评估表。做到训练方案的个体化多

样化。 
结果 （2）教师与医生对每个患儿制定近期和远期的康复训练计划。 
（3）医生定期去教室听文化课，给出每个孩子的医学建议，及一些行为矫正方法。 
（4）医生及教师定期开展交流会，探讨医教结合的方式方法，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改进。 
（5）同时学校和医院协作开展课题研究，尤其是医教结合方法的相关研究。 
（6）学期末，举行儿童教育安置转介工作。筛选一部分有可能入普小的患儿，鉴定会由天津安

定医院的专家，教育局领导，普小校长，幼儿园园长及特教教师组成，进行普通学校随班就读、

特殊教育学校就读方向鉴定。 
结论 医教结合的推进和实践，确实取得了很多成效，孤独症患儿的教育训练取得了非常快的进

步。孤独症儿童在特殊教育学校教育训练，强化医学介入，强化多边学科的渗透与运用，强化

“评估-教育康复实施-再评估”的流程管理，使特殊教育活动更加科学专业。此次“医教结合”的试

行初见成效，期待下一步取得更大更广的成效，能够推广到更多的特教学校，康复训练机构。 
 
 
PO-053 

Ticagrelor reduce P2Y12 receptor mediated platelet 
aggregation but failed to alter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Sertraline on depressive-like behavior in CUMS induced 
rat model of depression 

 
Lou Zhongze1,Wang Xunqiang1,Cui Hanbin2,Ji Yunxin1,Ruan Liemin1,Zhang Qingyu 1, Hou Yanbin1 

1.Department of Psychosomatic Medicine， Ningbo First Hospital 
2.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Ningbo First Hospital 

 
 
Depression is considered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CVD), and 
the increased platelet activation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has been proposed as a most 
important risk factor and also the potential mechanism for inducing CVD. In the present study, 
rats were evaluated the effect of ticagrelor and sertraline, respectively or united via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 (i.g), on depression-like behavior induced by chronic unpredictable mild stress 
(CUMS) in the sugar preference test (SPT) and forced-swimming test (FST), we also 
characterized the sertraline on ADP-induced platelet aggregation and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sertraline on the signaling pathways downstream of P2Y1 and P2Y12 recepto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P2Y12 receptor in all groups were increased, single sertraline 
or united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reversed the degree of SPT, shorten the immobility tim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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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T an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plasma 5-HT content (all p＜0.05), reversed the CUMS-
induced depressive-like behavior, bu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two groups. Single 
ticagrelor or united treatment reduced P2Y12 receptor mediated platelet aggregation, but 
single ticagrelor treatment has no effect on all test.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depressive 
induced platelet activation may mainly via the signaling pathway of P2Y12 receptor mediated 
by ADP, and ticagrelor combined with sertraline will not affect the efficacy of sertraline for 
depre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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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4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s of transplantation  in kidney 

recipients 
 

Hou Yanbin1,2,Zhang Yalin2 
1.Ningbo First Hospital 

2.Xiangya Second Hospital 
 
 
Objective  Kidney recipients undergo a complex psychological process, including organ 
integration and processing of attitudes towards the organ donor. Therefore, we aimed to 
evaluate their personal post-transplant experiences in adult kidney recipients. 
Methods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was carried out on the basis of a manual containing 
six questions in total. The questions referred to patients’ perceptions of their self, donor, 
transplanted kidney and their subjective experience relate to the current perceived importance 
of transplanted events, the advice to the organ integration. Interviewees were accessed by 
purpose sampling and theoretical sampling. These interviews were evaluated by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  Thirty kidney transplant recipients were interviewed until the categories and 
codes were saturated. Nvivo 10 qualitative data management and analysis software was used 
to assist the data analyzed process.     
Results  The recipients’ complex and unique experiences of their transplanted kidneys can 
be arranged under three themes: organ integration, coping and individual reactions. The 
stages of integration are foreign body stage, stage of partial incorporation and stage of 
complete incorporation; live dono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time since transplantation,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factors can affect these stages. A coping strategy that we have 
seen involves an attempt to repress, avoid the organ that has been presented to him. Individual 
reaction means the mental processes from the initial stage to adaptation. The majority does 
not believe that they have adopted the donor’s characteristic traits. Gratitude and guilt 
responses are common in kidney recipients. They are constantly mindful of their new kidney, 
and they give some reasonable advice for organ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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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e study shows that both organ integration and donor relationship hav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ith the patient’s physio-psychological health. Our study provided 
important implications to clinical practice and research for kidney recipients. 
  
 
PO-055 
卒中患者早期血清维生素 D 水平及白介素-6 水平变化 对卒中

后抑郁的影响 
 

王琼章,何金彩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低血清维生素 D 水平是导致卒中后抑郁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目前其发生机制不明。维

生素 D 作为一种重要的抗炎因子能够下调炎症因子水平，之前的研究已经证明炎症因子在卒中

后抑郁的发生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国外最新的一项研究提出白介素-6 是卒中后抑郁发生的过

程中最主要的炎症因子。本文的目的在于验证血清维生素 D 水平与炎症因子在卒中后抑郁发生

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以及进一步探究卒中患者早期血清维生素 D 水平和炎症因子水平的关系。 
方法 我们招募了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期间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入院后

的 152 名卒中患者。在入院后第一天清晨采集患者空腹血样，血清维生素 D 水平由本院检验科

进行即刻测量，白介素-6 和肿瘤坏死因子-α 则是通过将血样获取后被保存在-80℃的冰箱，并

统一由上海信帆生物科技公司测量。在卒中后 1 个月进行随访，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大于等

于 7 分的患者被视为患有卒中后抑郁。 
结果 在多因素回归分析中，卒中后抑郁与低血清维生素 D 水平和升高的血清白介素-6 水平有

关(OR=0.976,95% CI: 0.958-0.994,P=0.009; OR=1.029,95% CI: 1.003-1.055,P=0.027 )，而与

肿瘤坏死因子-α 水平无明显相关。另外我们发现在卒中患者中血清维生素 D 水平与白介素-6 水

平呈负相关(r=-0.244, P=0.002)，而血清维生素 D 水平与肿瘤坏死因子-α 水平无明显相关性。

根据维生素D水平将其等分为 3组，白介素-6水平在这三组中存在明显差异(F=9.445, P<0.001)，
其中维生素 D 水平最低组中白介素-6 水平明显高于其他两组（P＜0.001;P=0.003）。 
结论 卒中患者早期低血清维生素 D 水平和高白介素-6 水平与卒中后抑郁的发生有关，并且卒

中早期有低血清维生素 D 水平的患者容易有更高的血清白介素-6 水平。 
 
 
PO-056 
惊恐障碍患者血浆 miRNA 表达水平及其与临床症状的关联性

研究 
 

闵文蛟,黄雨兰,汪瑾宇,邹志礼,何影,张耀尹,徐理,周波 
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在前期惊恐障碍治疗前后血浆 miRNA 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惊恐障碍患者血浆 miRNA
表达水平的变化，寻找疾病发生相关的可能标志物。 
方法 本研究共收集 90 例未经治疗的惊恐障碍患者，分别抽取外周静脉血 5ml，使用汉密尔顿

焦虑量表 (HAMA14) 及惊恐障碍严重程度量表 (PDSS7) 进行病情评估。同时收集 90 例正常

人群作为对照组。所有研究对象均在入组时抽取外周静脉血 5ml，分离上层清液冷冻保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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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使用 RT-PCR 技术检测 miR-451a、miR-144-5p、miR-25-3p、miR-660-5p、miR-1 和 miR-
148-5p 六种 miRNA 在血样标本中的表达水平，并进行病例对照比较及与临床症状的相关性分

析。 
结果 miR-451a、miR-144-5p、miR-660-5p、miR-1 和 miR-148-5p 在惊恐障碍患者和正常人

群中的表达水平有显著性差异，其中 miR-451a (p = 0.005)、miR-144-5p(p = 0.005)、miR-660-
5p(p < 0.001)、miR-1(p < 0.001)在惊恐障碍患者中表达水平显著降低，miR-148-5p 在惊恐障

碍患者中表达水平显著升高 (p = 0.011)。相关分析显示，患者 HAMA10 (呼吸系统症状)评分与

miR-660-5p表达水平呈正相关 (p = 0.043),HAMA13 (自主神经症状)分别与miR-1和miR-148-
5p 表达水平呈负相关 (前者 p = 0.029，后者 p = 0.033)；此外，PDSS3 (预期性焦虑的严重程

度)与 miR-1 表达水平呈正相关 (p = 0.035)，PDSS2 (惊恐发作的痛苦程度)与 miR-148-5p 表

达水平亦呈正相关 (p = 0.047)。 
结论 本研究发现 miR-451a、miR-144-5p、miR-660-5p、miR-1 和 miR-148-5p 表达水平在惊

恐障碍患者中有显著变化，并与部分临床症状的严重程度相关，提示上述 miRNA 可能参与疾病

发生，有望成为疾病预后及转归预测的生物学标记物。 
  
 
PO-057 
首发未治精神分裂症患者用药前神经系统软体征与脑内神经

生化代谢物的相关性研究 
 

朱峰,袁念,李哲,吕笑丽,宋慧慧,杜向东 
苏州市广济医院 

 
 
目的 探讨首发未经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用药前脑内神经生化代谢物质的特点及其与神经系

统软体征（NSS）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研究组：纳入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的首发未治精神分裂症患者

33 例（男性 19 例、女性 14 例）。对照组为符合纳入标准的健康成人 33 例（男性 14 名、女

性 19 名）。选取部分额、颞叶功能测试量表评定其神经系统软体征。采用单体素氢质子磁共振

波谱（1H-MRS）检测左侧前额叶和丘脑 N-乙酰基天门冬氨酸(NAA)、胆碱复合物(Cho)、肌酸

复合物(Cr)与磷酸化肌酸复合物(Cr2)的水平，并计算 NAA／Cr 值、Cho／Cr 值、Cr2/Cr 值、

NAA/Cho 值。 
结果 研究组左侧前额叶 Cr2/Cr 值（1.15±0.87）高于对照组 Cr2/Cr 值（0.72±0.46），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左侧前额叶 NAA／Cr 值、Cho/Cr 值、NAA/Cho 值以及丘脑 NAA
／Cr 值、Cho/Cr 值、Cr2/Cr 值、NAA/Cho 值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NSS 量表总分研究组（10.33±5.07）高于对照组（4.18±2.1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Pearson 相关分析发现，患者 NSS 总分与左侧前额叶 Cr2/Cr 值呈正相关（P＜0.05），与左侧

前额叶 NAA/Cho 值呈负相关（P＜0.05）。 
结论 首发未治精神分裂症患者神经系统软体征高于正常对照组，提示首发精神分裂症存在中枢

神经系统的整合缺陷。首发未治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脑内部分神经生化代谢物与神经系统软体征

存在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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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8 
Increased serum BDNF levels following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or antipsychotic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李金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2.江苏省扬州五台山医院 

 
 
目的 Many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experience residual symptoms even after treatment.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ECT) is the first-choice non-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 after 
conventional pharmacologic interventions have failed and is often used in treatment-resistant 
schizophrenia. 
方法 A total of 160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were examined. The ECT group (n = 80) was 
treated with antipsychotics and ECT. The drug therapy group (n = 80) received only 
antipsychotic treatment. The control group (n = 77) had no history of psychiatric disorders. 
ECT was administered 8–10 times every other day. 
结果 There wa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 
score and serum BDNF level before ECT; however,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as observed after 
ECT (total: r = −0.692, P < 0.01). From baseline to remission after ECT, serum BDNF level 
increased (P < 0.001) and PANSS score decreased (P < 0.001).  
结论 BDNF level increased after ECT and medication, corresponding to improved PANSS 
score. Serum BDNF level and PANSS score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after ECT and 
medication. 
  
 
PO-059 

单胺氧化酶 A 基因多态性与惊恐障碍的关联分析 
 

邹志礼,周波,黄雨兰,汪瑾宇,邱剑,闵文蛟,何影 
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惊恐障碍与单胺氧化酶 A(MAOA)基因启动子可变数目重复序列 (VNTR)多态性的

关系，并比较惊恐障碍患者携带不同基因型的惊恐严重程度是否存在差异。 
方法 采用 DSM-IV 结构式临床访谈，选取 135 例惊恐障碍患者和 195 例正常对照组，利用荧

光标记扩增产物长度多态分析方法对 MAOA-VNTR 多态性进行基因分型，并比较不同性别各组

的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分布差异。 
结果 ①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惊恐障碍患者，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在 MAOA-VNTR 等位基因及

基因型频率上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574、1.894、3.588，P 均>0.05）。②在男性患者中，

携带不同基因型的惊恐障碍严重程度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247，P>0.05）。③在女性患

者中，携带不同基因型的惊恐障碍严重程度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4.222，P<0.05），进一

步 LSD 多重比较显示，携带低活性的 L/L 基因型的得分[（16.57±4.34）分]明显高于携带高活

性的 H/H 基因型者[（13.15±3.47）分]，差异有统计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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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MAOA-VNTR 多态性与惊恐障碍不存在关联，但女性惊恐障碍携带纯合子低活性基因型

可能与惊恐障碍的严重程度有关。 
  
 
PO-060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沙盘游戏特点的个案研究 
 

黄河,袁勇贵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 探索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沙盘游戏的特点，即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在沙盘游戏中游戏水平、游

戏主题、选用沙具的特点，探讨沙盘游戏疗法对帮助患者在问题呈现、自我觉察、转化与整合

以及最终的治愈方面的作用及疗效。为日后的心理干预提供借鉴。 
方法 本研究运用观察法、个案法以四名 15-22 岁被诊断为抑郁症的住院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在

两个月内，每人进行六次沙盘游戏观察。 
结果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在沙盘游戏中运用的沙具与普通青少年相比较少，内容较单一；青少年

抑郁症患者更倾向于选择譬如笼子、面具、医院、蛇、墓地、残缺或受伤的人物等与创伤相关

以及与宗教或仪式相关的沙具。初始沙盘创伤主题多，但随着治疗推进创伤主题逐步减少，转

化主题逐渐出现。最常见是的创伤主题是：空洞、掩埋与受伤。最常见的转化主题是：仪式、

深入与旅程。 
结论 沙盘游戏疗法是在无意识水平上对来访者进行分析与治疗，用非语言的方式处理消极情绪，

作为辅助干预手段治疗青少年抑郁症是有效的；配备多一些与抑郁症或创伤相关的沙具十分必

要，可以给患者更多的机会去表达内心潜在的哀伤；心理干预人员要把握好参与青少年抑郁症

患者沙盘游戏的程度，并要熟悉各种不同文化的知识；治疗氛围和治疗关系对患者获得安全感、

投入治疗有重要影响。 
 
 
PO-061 

生物反馈联合认知行为疗法对躯体化形式障碍患者  
的疗效观察 

 
张忠霞,王培芝,王铭维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观察生物反馈联合认知行为疗法对躯体化形式障碍患者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 2017.02-2017.07 我院神经内科门诊和住院的躯体化形式障碍患者 78 例，纳入标准

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版（ICD-10）中关于躯体形式障碍的诊断标准，并获得患者或家属的

知情同意。同时排出严重躯体疾病和脑器质性疾病及严重精神疾病、不能配合的患者。应用随

机数字表法将入组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9 例。其中对照组男 23 例，女 16 例，平均年

龄（53.6±7.8）岁，观察组男 21 例，女 18 例，平均年龄（57.4±8.1）岁，两组患者的性别构

成比与年龄无统计学差异。对照组采用常规药物治疗，观察组在药物治疗基础上加用生物反馈

及认知行为疗法，疗程 3 周。分别于干预前、干预后对两组患者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
评测其躯体化因子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定其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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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情绪，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评测其睡眠质量。采用 SPSS 13.0 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计量资料均以（x±s）表示，采用 t 检验分析两组的治疗效果差异。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SCL-90 躯体化因子分 [(3.18±0.66) vs (3.07±0.43)]、HAMD[(24.3±5.3) 
vs (25.1±4.2)]、HAMA [(21.3±3.2) vs (23.5±2.8)] 和 PSQI 评分 [(16.5±2.1) vs (14.3±1.7)] 均
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结束后，两组患者的四项评分 SCL-90 躯体化因子分 [(1.89±0.84) 
vs (1.33±0.57), t=3.445, P=0.0006]、HAMD[(17.4±4.7) vs (12.1±3.8), t=5.476, P=0.000]、
HAMA [(14.3±3.4) vs (8.8±2.5), t=8.139, P=0.000] 和 PSQI 评分 [(11.7±1.9) vs (7.8±1.6), 
t=9.805, P=0.000] 比较，观察组的各项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生物反馈联合认知行为疗法对于躯体化形式障碍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睡眠质量均有明

显的改善作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O-062 

强迫症患者脑局部一致性的静息态磁共振研究 
 

李先瑞 1,李坤 2,王壁 2,张海三 2,张猛 1,张红星 1 
1.新乡医学院心理学院 

2.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强迫症患者静息态脑神经活动协调程度及脑功能变化，从影像学角度探讨强迫症发生

的病理机制。 
方法  
纳入性别、年龄、教育年限相匹配的 50 例强迫症患者以及 48 例正常组对照，运用 SPSS19.0
对两组年龄、性别、病程及教育程度行统计分析，以 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对强迫症患者及

正常组对照进行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扫描, 实验扫描采用西门子公司生产的 Magnetom Verio (A 
Tim System)3.0T 超导型磁共振成像系统。磁共振数据在 MATLAB R2012b 平台上采用

DPARSF 进行时间校正；头动校正；空间标准化（选用 EPI 模板）；去线性趋势；滤波等预处

理。采用 REST 软件进行全脑局部一致性（ReHo）分析，采用两组 t 检验比较两组平均脑 ReHo
值的差异。处理结果采用 Alphasim 校正，p<0.01,α<0.01，簇大小>40 体素。 
结果 两组一般资料之间无显著差异，统计结果见表 1。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强迫症组的右侧丘

脑（MNI 坐标: 9 -24 6，t=4.3326）、左侧丘脑（MNI 坐标: -6 -27 3）、右侧缘上回（MNI 坐
标: 57 -24 24，t=3.4452，）的 ReHo 值升高。右侧颞中回（MNI 坐标:45 -69 3，t=-3.2502）、

左侧距状裂（ MNI 坐标: 0 -75 15，t=-3.3465）、右侧距状裂（MNI 坐标: 12 -66 12，t=-3.06）
和双侧楔前叶（MNI 坐标:-6 -75 15，t=-3.08）的 ReHo 值降低。如图 1 所示。  
结论 强迫症患者的多个脑区的局部一致性存在异常，大部分脑区同步性增强，丘脑、缘上回的

ReHo 值增高提示这些脑区神经活动的同步性增强，同时双侧楔前叶 ReHo 值降低提示同步性

降低，这些脑区的异常可能与皮质-纹状体-丘脑-皮质环路（cortex-striatum-thalamus-cortex，
CSTC）异常有关。 
  
 
 
 
 
 
 
 
 



第 23 届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全国年会暨心身医学国际论坛 壁报交流 

52 
 

PO-063 
共患 ADHD 的对立违抗性障碍儿童的相关家庭因素分析 

 
孙海婷,汪萍,简芳芳,王晨,寇倩,席静,王炎佳,王小兰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  近年来，对共患病的研究已经成为精神卫生领域的一种趋势，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

和对立违抗性障碍（ODD）的共患病很高，国内外有研究表明 ODD 合并 ADHD 在学龄儿童中

的患病率为 6.1%~8%[1-3]。近年来，几乎所有主要的精神病学理论都认为父母及家庭对儿童行

为问题的发生起关键作用。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我国文化背景下 ODD+ADHD 患儿的家庭影

响因素。 
方法  对门诊就诊儿童以 DSM-V 中 ADHD 和 ODD 诊断标准进行诊断得到 ODD 伴 ADHD 者

46 例(63.01％)，ODD 不伴 ADHD 者 27 例(36.99％)。采用自行编制的家庭情况调查表，包括：

父母文化程度、家庭类型、经济收入、患儿起病年龄，就诊年龄，母亲怀孕年龄，母孕期心情，

家族病史等，调查每一患儿情况。采用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4]进行父母教养方式调查。

采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中文版)(FACESII-CV)[5]评价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和家庭体

系随家庭处境与家庭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问题而相应改变的能力。 
结果 ODD+ADHD 组儿童在起病年龄（7±2）比 ODD 组（8±2）早（t=-2.67，P<0.01）；在就

诊年龄上，ODD+ADHD 组儿童（9±2）也比 ODD（11±3）组早（t=-2.23，P<0.01）；二者在

父母文化程度上、家庭类型、经济收入等上差异不显著。 
合并组母亲的情感温暖因子得分较 ODD 组低（P<0.05），父母亲的惩罚因子、拒绝因子得分

均明显高于 ODD 组（P<0.05），其余各因子无显著性差异。 
合并组在家庭现实中亲密度因子与适应能力因子得分均显著低于 ODD 组( P<0.05)。 
结论 本文探讨了家庭因素对儿童 ODD 及 ODD+ADHD 患病率及症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大

部分儿童的 ODD 及 ADHD 症状与父母教养方式不当有关。因而父母要尽力为患儿提供良好的

家庭环境，注意教育方式，多用正面教育与鼓励方式代替批评、打骂与强制方法，与儿童友好

地沟通、交流，及时了解儿童的心理动态，使儿童的行为正常化发展。 
 
 
PO-064 
pCREB 在小鼠 REM 睡眠剥夺模型中对海马 PSD-95 及炎性

因子影响的研究 
 

陈书丽,吴伟,施福东,薛蓉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1，建立小鼠快速眼动(REM)睡眠剥夺模型，观察睡眠剥夺对小鼠海马磷酸化 cAMP 反应

原件结合蛋白（pCREB）表达的影响。2，探究睡眠剥夺小鼠海马 pCREB 对突触后致密物质-
95 (PSD-95)表达的影响。3，观察睡眠剥夺小鼠海马 IL-17A、IL-1β、TNF-α 的表达及 pCREB
对三种炎性因子的影响。 
方法 成年雄性 C57BL 小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CC)、快速眼动期睡眠剥夺(REM sleep 
deprivation, SD)组，睡眠剥夺+腹腔注射腺苷酸环化酶激动剂 FSK 组(SD+FSK) ，SD 组睡眠

剥夺时间为 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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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良多平台水环境法（MMPM）建立小鼠 REM 睡眠剥夺模型。免疫荧光染色观察 CC 及 SD
组小鼠海马神经元及小胶质细胞核 pCREB 的表达情况。 
2，腹腔药物注射 
 在睡眠剥夺的 3 天内，每天上午 9:00 向 SD+FSK 组小鼠腹腔注射 FSK 40ul(15umol/Kg)，连

续 3 天。 
3，麻醉小鼠，CC、SD、SD+FSK 组迅速冰上取海马提取蛋白，WB 检测各组小鼠 PKA、pCREB、
PSD-95 及 IL-17A、IL-1β、TNF-α 在海马的表达；CC 和 SD 组各 6 只用于免疫荧光染色。 
结果 1，免疫荧光染色发现 pCREB 在睡眠剥夺组小鼠海马神经元及小胶质细胞核的表达降低,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WB 结果提示小鼠海马 PKA、pCREB 及 PSD-95 表达在 SD 组较 CC 组降低；在 SD+FSK
组的表达则较 SD 组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WB 检测显示 IL-17A、IL-1β、TNF-α 三种炎性因子在 REM 睡眠剥夺组小鼠海马的表达均

较 CC 组升高，在 SD+FSK 组的表达较 SD 组减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REM 睡眠剥夺抑制小鼠海马神经元及小胶质细胞核蛋白 pCREB 的表达。 
2，REM 睡眠剥夺抑制小鼠海马突触可塑性蛋白 PSD-95 的表达，pCREB 在 REM 睡眠剥夺中

对小鼠海马 PSD-95 表达有调控作用。 
3，REM 睡眠剥夺增强小鼠海马 IL-17A、TNF-α 及 IL-1β 的表达；pCREB 在 REM 睡眠剥夺中

对小鼠海马 IL-17A、TNF-α、IL-1β 的表达有调控作用。 
  
 
PO-065 

Altered microstructure of brain white matter in women 
with anorexia nervosa: A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 

study 
 

Hu Shaohua1,Feng Hong2, Xu Ting-ting1, Zhang Hao-rong1,Zhao Zhi-yong 1, Hu Jian-bo1, Qi Hong-li1, Hu 
Chan-chan1, Zhang Peng1, Lai Jian-bo1, Lu Qiao-qiao1, Huang Man-li1, Xu Wei-juan1, Wei Ning1, Mou Ting-

ting1, Lu Shao-jia1, Lu Jing1, Zhou Wei-hua1, Xu Yi1, Xu Dong-rong1 
1.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Shaoxing No. Seven People's Hospital 
3.The Center of Mental Health， Xiaoshan Hospital 

4. Shanghai Key Laboratory of Magnetic Resonance， Key Laboratory of Brain Function Genomics 
5.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6. Epidemiology Division & MRI Unit，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Columbia University & New York State 
Psychiatric Institute 

Objective  Structural studies have reported anorexia nervosa (AN）patients with abnormal 
gray matter in several brain regions and dysfunctionality in some connected neural circuits. 
However, the role of white matter (WM) in AN patients has rarely been investigated.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assess alterations in WM microstructure in the whole brain of women 
with AN using a voxel-based method on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 data. 

Method  The study enrolled eight female patients with AN and fourteen age-matched women 
as control (CW). The DTI data was collected for each subject to calculate the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maps of the whole brain by the DTI-Studio software. Subsequently, a two-
sample t-test (P<0.05, corrected) was performed to detect the difference in FA maps of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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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W group, and a Pearson’s correlation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an FA value 
of brain regions and body mass index (BMI). 

Results  Compared to CW, AN patients displayed a significant decrease of FA maps in the 
left superior frontal gyrus (SFG), medial frontal gyrus (medFG),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 
middle frontal gyrus (MFG), inferior frontal gyrus (IFG), thalamus, and bilateral insula. 
Moreover,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s were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mean FA value of 
the left IFG, insula as well as thalamus and BMI in AN patients.  

Discussion  Our findings supported the presence of white matter pathology in patients with 
AN.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FA maps, in patients with AN, are associated with their 
aberrant BMI. The results further improv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hophysiological 
mechanism underlying AN. 
 
 
PO-066 

预防性应用抗抑郁药物对急性脑梗死预后及血管内皮 
功能的影响 

 
曹金霞,李业芹,刘莉,孙云涛,杨振东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早期预防性应用抗抑郁药对急性脑梗塞预后及血管内皮功能的影响。 
方法 前瞻性随机选择 141 例急性脑梗塞患者，治疗组 72 例，给予急性脑梗塞常规治疗同时加

用艾司西肽普兰治疗 12 周，对照组 69 例，仅进行常规治疗。采用 NIHSS 及 Barthel 指数

（ BI ）评分评价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及日常生活能力、HAMD-17 评价卒中后情绪及卒中后抑郁

（PSD）发生率、MMSE 评定认知功能，并采用高分辨率超声无创测定肱动脉内皮依赖性舒张

功能（FMD）。 
结果 治疗 3 个月后，艾司西肽普兰组 NIHSS 评分均对照组明显降低(1.77 ±0.58 vs 4.06±0.79, 
P<0.01)；BI指数评分艾司西肽普兰组较对照组明显升高(96.24 ±4.58 vs 77.64±6.96, P<0.01)；
HAMD 评分艾司西肽普兰组较对照组明显降低(5.43 ±1.77 vs 10.27±3.78, P<0.01)；艾司西肽

普兰组 PSD 发生率也较对照组明显降低(10.0% vs 53.6%,P<0.01)；2 组 FMD 比较，艾司西肽

普兰组较对照组明显升高( 7.48±1.28 vs 4.23 ±0.79，P<0.01)；MMSE 评分两组差异未达显著

性(24.38 ±4.22 vs 24.06±3.57, P>0.05)。 
结论 急性脑梗塞早期预防性应用抗抑郁药，可改善血管内皮功能，改善急性脑梗塞预后 
 
 
PO-067 

SSRIS 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强迫症的 meta 分析 
 

樊希望 1,2,王国强 2,1,张凯 2 
1.皖南医学院 

2.无锡市第七人民医院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目前临床上最有效的 OCD 治疗药物为氯米帕明和 5-HT 再摄取抑制剂，即便是最有效的

治疗药物，仍然约有 40%-60%的患者治疗后完全没有效果。除了药物治疗外，一些物理治疗方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10440X06001003#200024534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10440X06001003#200024534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10440X06001003#200024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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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同样应用于 OCD 治疗，如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药物疗效欠佳的 OCD 患者。rTMS 技术具有

非侵入性、无痛、无创、安全、不良反应少等特点，将电磁脉冲信号透过颅骨传送到大脑皮层，

刺激特定脑区的神经以达到治疗效果。本文探讨选择性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联合重复经颅磁

刺激治疗强迫症的研究现状。 
方法 以重复经颅磁刺激、强迫症为关键词，检索 CNKI、Pubmed、Since Direct 收集符合入组

条件的相关文献，对纳入研究的文献的基本信息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共入组文献 14 篇。研究采用单纯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和药物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强

迫症的方法，均有显著疗效，不良反应发生率低。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药物联合重复经颅磁刺

激、刺激部位和参数等。 
结论 现有研究在药物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强迫症疗效及安全性方面已达成一致，治疗过程

中发现首发年轻患者接受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效果较好，且患者反馈每次做完治疗后觉得头脑

很轻松，但重复经颅磁刺激对有强迫性思维的患者疗效不太显著，今后的研究可从治疗强迫性

思维和强迫行为患者的疗效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PO-068 

NPY 基因多态性和蛋白水平与精神分裂症的相关性研究 
 

赵静,易正辉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分部 

 
 
目的 本研究以 NPY 基因为精神分裂症易感基因，通过对 NPY 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及其

外周蛋白表达的分析探讨 NPY 基因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生、治疗干预的关系 
方法 678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其中 275 例早发精神分裂症，403 例成年起病精神分裂症）及

685 例健康对照，运用 Taqman 探针技术对 NPY 基因 4 个 SNP 
（rs16148,rs1859290,rs16147,rs16478）进行基因分型，比较等位基因、基因型、单倍型在不

同组间的频率分布差异。125 例未服药精神分裂症患者（从未服药患者或者停药 4 周以上的患

者）和 136 例健康对照。进行为期 12 周的奥氮平治疗，进行精神症状和认知功能的随访评估

并留取外周血。比较两组基线时血清 NPY 浓度，并比较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治疗前后精神症状、

认知功能及血清 NPY 浓度差异及其与基因型的关系。运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技术测

定外周血血清 NPY 蛋白水平。使用可重复的成套神经心理状态测量（RBANS）评估认知功能；

使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症状 
结果 在隐性模式下 rs1859290 突变的 CC 基因型可能是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保护性基因型

（P=0.01，P 校正=0.04）。CCTA(rs16148-rs1859290-rs16147-rs16478)可能是男性成年起病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保护性单倍型(P=0.01,P 校正=0.04)。基线时，与对照组比较，精神分裂症组

血清 NPY 水平较低（t=-5.79,P<0.01）。血清 NPY 水平与 RBANS 量表注意因子分呈正相关

（r=0.20,P=0.04）。经过奥氮平治疗4周后，精神分裂症组血清NPY水平升高（t=-2.23,P=0.03），
但仍低于对照组基线期血清 NPY 浓度（t=-3.90,P<0.01）,PANSS 量表总分及分量表明显下降

（P<0.01），但两者变化之间的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中国汉族人群的 NPY 基因多态性可能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生相关。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

NPY 水平下降，抗精神病药物治疗能改善 NPY 的下降，提示外周 NPY 蛋白水平可能成为精神

分裂症的生物标志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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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9 
Coping Styles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Burnout and Work–Family Conflict among Chinese 

Doctors 
 

liu junjun1,5,Chen Ling2,Yang Hailong3,Zhang Ning4 
1.Nanjing Meishan Hospital 

2.Jiangsu Province Geriatric Institute 
3.Nanjing Drum Tower Hospital Clinical College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4.Nanjing Brai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5.SCI HuangPu group 

 
 
Abstract 
Objectives To assess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ping styles among job burnout and work-
family conflict, because this relationship previously has received little systematic study in Chi
nese doctors. 
Methods  A total of 2530 doctors were recruited in China. Participants were rated on the Chi
nese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CMBI), the Work-
Family conflict scale (WFC), and the 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SCSQ). Correlat
ion analysis of the collected data was perform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MBI, 
WFC, and SCSQ. Furthermore, hierarchical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es and the Sobel test we
re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ping styl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F
C and job burnout. 
Results  Doctors who scored higher in work interference with family (WIF) conflict, reported 
more emotional exhaustion (r = 0.514, p < 0.01) but with a sense of personal accomplishmen
t (r = -.149, p < 0.01). In contrast, family interference with work (FIW) conflict was positively a
ssociated with all dimensions of burnout (r = 0.213, 0.504, 0.088, respectively, p < 0.01). Furt
her hierarchical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es showed that coping styles had mediating effects o
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FC and burnout among Chinese doctors. 
Conclusions  Our study showed that the coping styles, which affected both burnout and wo
rkfamily conflict, was a mediating facto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parameters. Ther
efore, improving doctors’ coping strategies may reduce the rate of burnout among Chinese d
octors, thereby enhancing work performance.  
 
 
PO-070 
Facial Emotion Recognition and Alexithymia in Chinese 

Male Patients with Deficit Schizophrenia 
 

Tang xiaowei,Zhang Xiangrong 
Nan Jing medical university 

 
 
Background  Deficit schizophrenia (DS) has been proposed as a pathophysiologically 
distinct subgroup within schizophrenia. Th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have problems in 
recognizing basic facial emotions and expressing own emotions.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severity and characteristic patterns of facial emotion recognition and 
alexithymia in DS and nondeficit schizophrenia (NDS) patient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clinical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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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he patients were evaluated with the Brief Psychiatric Rating Scale (BPRS), the 
Scale for the Assessment of Negative Symptoms (SANS), and the Scale for the Assessment 
of Positive Symptoms (SAPS). The facial emotions reorganization and Alexithymia were 
assessed in the deficit (DS) and non-deficit (NDS)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nd the controls by 
The Chinese Facial Emotion Test (CFET) included six basic emotions and 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20 (TAS-20). 
Results  DS patients had more severe facial emotion recognition impairments and 
alexithymia than NDS patients and helthy controls. The NDS group also performed significantly 
worse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alexithymia and emotion recognition with the exception of 
happy. Correct frequency of fear and total face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AS-20 Factor 
3 score in patients with DS. TAS-20 total scor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ANS score in 
patients with DS. However, there were no correlations between TAS-20 scores and mental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NDS.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e DS and NDS patients have different facial emotion 
recognition damage, supporting DS as a specific subgroup of schizophrenia. Alexithymia might 
be related to negative symptom of DS patients. 
  
 
 
PO-071 

基于 γ频带脑波慢性失眠及焦虑抑郁患者 的认知研究 
 

王淑君,薛蓉,陶华英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通过分析慢性失眠伴焦虑抑郁患者静息状态和认知负载状态下脑电各频带相对功率特别

是 γ频带相对功率的改变及认知功能的变化,探索慢性失眠伴焦虑抑郁患者的认知功能改变特征

及可能的神经电生理机制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4 月就诊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及空港医院神经内科失眠

患者，选择符合 ICSD-3 诊断标准的慢性失眠患者 90 例,根据 HAMA 及 HAMD 评价结果排除重

度焦虑抑郁患者 14 人，从中选择慢性失眠伴焦虑抑郁患者 19 人，单纯慢性失眠 13 人,并招募

与之相匹配的 16 例健康志愿者作为正常对照组，对三组受试者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基线进

行统计学分析后无明显差异。评估认知功能。采集三组受试者安静及认知负载状态下脑电信号。

分析比较：1、三组安静及认知负载状态下组内脑电各频带相对功率变化 2、三组安静及认知负

载状态组间脑电各频带相对功率变化，尤其是 γ 频带相对功率变化 3、三组认知评分结果 4、安

静及认知负载状态脑电 γ 频带相对功率与认知相关量表评分结果相关性。 
结果 1、三组组间安静状态下脑电 γ 相对功率比较：F3,F4,C3,C4,P3,P4,O2,F8,T4 处慢性失眠

伴焦虑抑郁组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显著降低（P<0.05）。 
2、三组组间负载状态下脑电 γ 相对功率比较：F3,C3,C4,P3,P4,T4 慢性失眠伴焦虑抑郁组与正

常对照组相比显著下降（P<0.05）。 
3、慢性失眠伴焦虑抑郁组、单纯慢性失眠组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MoCA 评分结果有下降趋势，

但只有慢性失眠伴焦虑抑郁组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评分结果显著下降，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4、慢性失眠伴焦虑抑郁组安静状态脑电 γ 频带相对功率（P3，O1，T6）与 MoCA 评分结果呈

负相关（P<0.05）。 
结论 慢性失眠患者易出现睡眠质量下降、日间嗜睡及认知功能受损，但以慢性失眠伴焦虑抑郁

患者的日间嗜睡、总体认知受损及相关领域认知受损（记忆力、注意力、执行能力下降）最为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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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失眠伴焦虑抑郁患者总体认知功能评分与安静状态下左顶枕区（P3，O1），右颞区（T6）
γ 频带相对功率呈负相关，γ 频带相对功率变化可能是慢性失眠伴焦虑抑郁患者出现认知功能损

害的的电生理特点之一。 
  
 
PO-072 
难治性胃食管返流病临床相关因素分析及抑酸降逆解郁方核

心作用基因研究 
 

贾宁,魏晓东,唐艳萍 
天津南开医院 

 
 
目的 了解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的相关因素，观察抑酸降逆方治疗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的临床疗

效，并通过在线分析工具对抑酸降逆方进行核心作用基因的研究以探讨其治疗难治性胃食管反

流病的作用机制。 
方法 以 2015 年 5 月-2016 年 5 月就诊于天津南开医院的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 40 例患者为研

究对象，40 例普通胃食管反流病患者为对照组，分别观察两组 RDQ 积分、高分辨食道测压、

Demeester 评分、24h 阻抗监测、焦虑抑郁量表。40 例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患者分为两组，西

药治疗组：给予埃索美拉唑 40mgqd，依托比利 50mg tid；中药组给予抑酸降逆解郁方，均为

8 周，治疗后对两组 RDQ 积分、高分辨食道测压、Demeester 评分、24h 阻抗监测、焦虑抑郁

量表及综合疗效分别给予评价，将中药处方录入分析工具，由工具筛选靶基因、KEGG 通路及

相关疾病。 
结果 难治性 GERD 与普通 GERD 相比，BMI（P=0.005）、高脂饮食（P=0.06）、辛辣饮食

（P=0.027）及焦虑自评量表（P<0.01）、抑郁自评量表（P<0.01） 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中

药干预组在各观察指标的疗效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发现共同基因靶点 741 个，KEGG 通路包括

相关氨基酸代谢及神经递质通路及两条与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由直接关系的通路 hsa04971（胃

酸分泌）及 hsa04976（胆汁分泌），并在可视化网络分析中发现了核心作用基因。 
结论 BMI、高脂饮食、辛辣饮食及焦虑、抑郁情绪障碍构成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的独立危险因

素。抑酸降逆解郁方治疗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在改善症状、调节食管动力、减低 Demeester 评
分、恢复焦虑、抑郁情绪障碍方面均优于西药。抑酸降逆解郁方治疗RGERD的机制可能与ESR1、
NR3C1 以及 hsa04971（胃酸分泌）及 hsa04976（胆汁分泌）有关。重视难治性 GERD 的心

身治疗非常重要。 
 
 
PO-073 
The ro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played in the group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for minor depressive 
disorder, dythymia and mild depression 

 
Wang Yu,Yuan Chengmei 

shanghai hongkou m 
 
 
Background In the clinical work, Minor Depressive Disorder, Dysthymia and Mild Depression 
share similar depressive symptoms, have negative influence on patients’ social func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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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of life. The current study compiled a manual of structured group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GCBT) and we’d like to find out whether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might influence the 
efficacy of GCBT for minor depressive disorder, dythymia and mild depression in order to 
provide a new option for these patients with Minor Depressive Disorder, Dysthymia and Mild 
Depression.  
Method We conducted group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to patients who must meet the 
criteria of Minor Depressive Disorder, Dysthymia and Mild Depression according to DSM-IV. 
Patients were evaluated using M.I.N.I, HAMD-17, HAMA, GAF and Multidimensional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MSPSS) at baseline, week 4, week 8 and week 12 (the end of the 
therapy).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according to the intention-to-treat approach.  
Results 100 Participa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High-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group 
and Low-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group) according to the mea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ores. HAMD-17 and HAMA scores were both declined between high-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group and low-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group at week 4, week 8 and week 12(P<0.05). 
Furthermore, the interaction test of time and group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ce 
between different time points and groups.  
The HAMD-17 Scores of High-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Group and Low-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Group 
HAMD-17 scores were both declined between high-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group and low-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group at week 4, week 8 and week 12. There was no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t baseline (P>0.05). However,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t week 4, week 8 and week 12. The HAMD-17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presented in Table 2. 
Repeated measure ANOVA was employed to analyze HAMD-17 scores between two groups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ata met the spherical assumption (Mauchly’s 
W=0.982, P=0.903),  therefore, the univariate ANONA results were adopted (F=104.172，
P=0.000<0.05). That mean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roups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Furthermore, the interaction test of time and group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ce between different time points and groups(F=2.968，P=0.088>0.05).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high-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low-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F=10.377，P=0.002<0.05). The HAMD-17 Scores of two groups were summarized in Table 
1. 
Table 1 The HAMD-17 Scores of High-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Group and Low-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Group 
HAMD-17    High-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Low-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F/t    P 
baseline    11.69±2.725    12.06±2.477    0.701    0.485 
Week 4    6.76±3.887    8.67±3.398    2.621    0.010 
Week 8    4.98±4.321    7.30±3.712    2.791    0.006 
Week 12    4.24±3.227    6.13±3.958    2.481    0.015 
The HAMA Scores of High-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Group and Low-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Group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pretreatment HAMA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roups. 
Whil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t week 4, week 8 and week 
12. The HAMA Scores of two groups were presented in Table 2. 
Repeated measure ANOVA results showed that data didn’t meet the spherical assumption 
(Mauchly’s W=0.856, P=0.021<0.05). Therefore, the Greenhouse-Geisser results were 
adopte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roups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F=29.368，P=0.000<0.05). Furthermore, the interaction test of times and groups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ce between different time points and groups(F=1.416，
P=0.241> 0.05).  
Table 2 The HAMA Scores of High-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Group and Low-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Group 
HAMA    High-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Low-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t    P 
baseline    9.51±4.583    9.70±5.144    0.194    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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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4    6.47±4.143    8.47±4.406    2.338    0.021 
Week 8    5.23±4.375    7.23±4.935    2.079    0.040 
Week 12    4.11±3.325    6.13±4.273    2.506    0.014 
Conclusion  In summary, after group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patients’ depressive and 
anxiety symptoms declined significantly. Moreover, we found evidence for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exerting an influence on patients’ depressive and anxiety symptoms. That means,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indeed played a considerable role for patients who received group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PO-074 

The symptom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Lou Zhongze1,Fu Jianfei2,Ding Xiaoyun3,Ji Yunxin1,Ruan Liemin1 
1.Department of Psychosomatic Medicine， Ningbo First Hospital 

2.Department of Medical Records and Statistics， Ningbo First Hospital 
3.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Ningbo First Hospital 

 
 
Abstract 
Aim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 and depression or anxiety 
provides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systemic inflammation and 
depressive or anxiety symptom profiles. 
Methods  We collected clinical and treatment data on 598 adult participants of the Ningbo 
IBD study (n=598, 27% with Crohn's disease [CD], 73% with Ulcerative Colitis [UC], 53% male, 
mean age was 43.7 years) performed in Ningbo First Hospital from 2000 through 2016.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ymptoms were quantified by using the 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HA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on, anxiety scores and clinical 
recurrence was analyzed by using survival-time techniques. 
Results  We found a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nd clinical 
recurrence over time (for all patients with IBD, P＜0.05; for subjects with CD, P ＜0.05; for 
subjects with ulcerative colitis, P ＜0.05). There was also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symptoms of anxiety and clinical recurrence over time in all subjects with IBD (P ＜0.01) and 
in subjects with CD (P＜0.05) but not UC (P ＞0.05). 
Conclusion  The data shows a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symptoms of depression or 
anxiety and clinical recurrence. Patients with IBD should therefore be screened for clinically 
relevant level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nd referred to psychologists or psychiatrists for 
further evaluation and treatment. 
Acknowledgements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Zhejiang Provinci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LY14H090003),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Ningbo 
(No.2016A610156), Major Social Development Special Foundation of Ningbo 
(No.2017C510010), Medical and Heal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 Project of Zhejiang 
Province (No. 2017KY136 & No.2017KY578) and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Foundation of 
Ningbo First Hospital (No.2013YJ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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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5 
精神分裂症患者高泌乳素血症与骨密度水平相关性研究进展 

 
王碧馨,杜向东 
苏州市广济医院 

 
 
在一部分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存在着骨密度明显低于正常人的现象，而相关的机制还不明朗。近

年来，关于抗精神病药物导致的高泌乳素血症在患者骨密度降低中的作用的研究逐渐增多，本

文就其相关性予以综述。 
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骨密度降低和骨质疏松很常见，可显著影响患者的功能结局与生活

质量。尽管发病机理还未完全阐明，但是一些研究已经揭示了部分与精神分裂症患者骨密度降

低相关的危险性因素。已有研究表明，抗精神病药物引起的高泌乳素血症在这些患者骨密度的

减少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1]。然而，抗精神病药物导致的高泌乳素血症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发

生骨质疏松中的作用还未完全阐明，现将相关研究进展予以综述。 
一、精神分裂症与骨代谢的相关性 
    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有相关文献报道关注精神分裂症患者骨代谢水平的变化情

况  [2]。随着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的广泛使用，相关研究逐渐增多。近年来，两项大样本队列研

究发现，与一般人群相比，精神分裂症患者髋部骨折风险显著增加 [3][4]。2014 年一篇 Meta 分析

的研究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骨量减少的问题，这大约是同年龄同性别正

常人群的 2倍。其中，51.7%为骨密度降低、40.0%为骨质减少、13.2%为骨质疏松，精神分裂症

患者中发生骨质减少的比率与正常人群无异，但是骨质疏松的患病率是健康人群的 2.5倍 [5]。 
这些患者骨质流失的原因是复杂的，不同的研究结论仍旧存在争议。一方面，骨密度的降

低似乎与疾病本身有关 [6]。另一方面，除了药物的作用外，患者的生活方式（如吸烟、体力活动、

酗酒、缺乏维生素 D和钙、多饮等）也有一定的影响 [7]。 
二、高泌乳素血症对骨代谢的影响 

骨质疏松症的特点是全身骨密度逐渐降低。罹患骨质疏松症的人容易发生骨折，继而导致

残疾甚至死亡。它的发生和许多因素有关，其中激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泌乳素水平的

升高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8]。 
高泌乳素血症导致骨质疏松的可能机制是：1、间接作用：当存在性腺机能减退时，血清泌

乳素水平升高能够抑制下丘脑中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的分泌。GnRH水平降低会导致垂

体分泌促黄体生成素（LH）和促卵泡激素（FSH）减少，从而降低了体内雌二醇、孕酮和睾酮的

分泌，而性激素的减少最终会使得破骨细胞活性增加，且破骨细胞的活动不能被成骨细胞的活

动完全补偿，导致类似于Ⅰ型骨质疏松的异常骨代谢 [9][11] 。2、直接作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

明，在分子水平上，泌乳素受体也存在于人类的成骨细胞上，泌乳素通过直接减少成骨细胞的

增殖从而使得成骨细胞数量减少，最终导致体内成骨活动减少，破骨活动相对增强，最终导致

骨密度降低 [12][13]。 
三、抗精神病药物导致的高泌素血症对骨代谢的影响 
3.1 抗精神病药物导致的高泌乳素血症 

泌乳素（PRL）是一种由垂体前叶腺嗜酸细胞分泌的蛋白质激素，它在体内的平衡是体内外

正、负刺激之间复杂平衡的结果。泌乳素分子在血循环中含量最多、生物活性最高的是分子量

为 23 kDa的泌乳素分子，血循环中还存在着糖基化催乳素、大分子催乳素、大大分子催乳素以

及许多催乳素片段等。临床通常情况下检测总泌乳素水平，故常出现 PRL 水平明显升高却无相

应临床症状的现象 [14]。各种原因导致血清泌乳素水平异常增高，男性大于 20ug/ml 女性大于

25ug/ml 时，称为高泌乳素血症。高泌乳素血症临床常见闭经、溢乳和性功能改变、肥胖等症

状。抗精神病药物导致的高泌乳素血症是药源性高泌乳素血症最常见的原因之一 [15]。并非所有

的抗精神病药物均会导致高泌乳素血症，大多数的相关研究都按照将抗精神病药物分为两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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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升高泌乳素水平的抗精神病药物（prolactin-raising antipsychotics, PR）和保留泌乳

素水平的抗精神病药物（prolactin-sparing, PS）。前者包括第一代抗精神病药物、氨磺必利、

利培酮和帕利哌酮等；后者包括奥氮平、喹硫平、阿立哌唑、齐拉西酮和氯氮平等 [16]。 
升高泌乳素水平的抗精神病药物通过抑制下丘脑漏斗结节多巴胺受体导致泌乳素水平增

高。多巴胺在下丘脑脑室周围区中分泌，并通过脑内正中隆起中的神经元突触释放到达垂体前

叶。多巴胺介导的泌乳素分泌通过泌乳素细胞膜上的 D2受体产生作用，其中涉及多个信号转导

系统，最终通过抑制泌乳素基因转录从而减少泌乳素的合成和释放 [17]。 
3.2 抗精神病药物导致高泌素血症与骨密度降低之间的关系 

抗精神病药物导致的高泌乳素血症与精神分裂症患者骨密度降低之间的关系仍旧没有达

成共识。一项为期 12个月，纳入了 163名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前瞻性研究表明，在使用了抗

精神病药后，患者的血清泌乳素水平与其骨密度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性 [18]。此外，Bushe 等人

的研究发现，抗精神病药物导致的高泌乳素血症会引起骨密度的降低继而增加精神分裂症患者

罹患骨质疏松的风险 [19]。Kinon BJ等人的一项纳入了402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横断面研究表明，

在控制了年龄后，男性患者骨密度 T 评分与泌乳素水平呈负相关，而在女性患者中不存在相关

性。然而，男女患者升高的泌乳素水平均与骨形成标志物（骨钙素）的升高具有相关性 [20]。与

此同时，也有与此相反结论的实验研究结果。例如，Kishimoto等人的研究认为精神分裂症本身

才是引起骨密度降低的危险性因素，与抗精神病药物所致的高泌乳血症之间相联性较小 [21]。 
3.3 抗精神病药物导致的高泌乳素血症引起骨密度降低的作用时间及剂量 
      一项前瞻性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泌乳素水平的升高并未明显改变其骨密度，而持

续存在的高泌乳素血症会影响其骨代谢速率 [22]。研究者们关于抗精神病药物的剂量与高泌乳素

血症之间的关系还未达成共识。在临床上，一个常见的现象是：降低抗精神病药物的剂量，可

以降低高泌乳素血症患者的泌乳素水平 [23][24]。此外，有研究表明，抗精神病药物导致的高泌乳

素血症与药物治疗的作用时间不相关 [25]。Kishimoto等人的研究发现，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持

续时间与高泌乳素血症患者的骨密度 Z评分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泌乳素水平升高的持续

时间可能比高泌乳素血症的严重程度对骨密度的降低有更强的作用 [10]。另外，有证据支持 [10]也

有证据反对 [25][26]抗精神病药物的作用时间会对骨密度产生负性影响。关于抗精神病药物的作用

时间及剂量导致骨密度降低的关系还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 [21]。 
3.4 抗精神病药物导致的高泌乳素血症引起骨密度降低的性别差异 

许多研究表明，抗精神病药物导致的高泌素血症降低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有文献指出，

相比较于其他抗精神病药物，在使用利培酮和氨磺必利的女性中高泌乳素血症的患病率最高（约

80%～90%）。氨磺必利导致的高泌乳素血症在女性中比在男性中泌乳素水平升高更显著 [27]。有

研究表明，绝经前后女性血清泌乳素水平没有差异 [28]。然而也有研究表明，绝经是女性骨密度

降低的风险因素之一 [29]。有临床研究表明，氟哌啶醇或利培酮导致的高泌乳素血症在女性中更

严重 [30]。 Kinon BJ等人的研究表明，在使用利培酮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中，高泌乳素血症更常见

于女性。然而，其研究也表明，抗精神病药物导致的骨质疏松在男性中的患病率更高 [20]。一项

大样本研究表明，女性是帕利哌酮导致高泌乳素血症的风险因素之一，并且女性患者更易发生

与泌乳素水平升高相关的药物不良反应 [31]。Chieh-Hsin Lin 等人的研究提示，精神分裂症患者

中，男性骨密度 T 评分和 Z 评分均显著低于女性，并且高泌乳素血症对男性骨密度的影响大于

女性 [29]。 
抗精神病药物导致的泌乳素水平增高在女性中更加明显，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雌激素提升

了血清泌乳素的水平，增强了泌乳素释放刺激的响应。此外，雌激素增加了垂体前叶细胞的数

量，继而作用于下丘脑使得多巴胺含量降低。而男性中骨质疏松患病率更高，可能与男性性腺

机能减退导致的睾酮水平降低，使得骨吸收增加和骨密度降低有关。 
四、总结 

如前所述，升高泌乳素水平的抗精神病药会引起高泌乳素血症，而高泌乳素血症会导致骨

密度减少。相关的机制可能是升高泌乳素水平的抗精神病药物通过拮抗多巴胺受体导致泌乳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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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增高，而增高的泌乳素通过间接和直接作用等引起骨代谢异常，一定时间后导致骨质疏松

的发生。 
虽然长期存在的高泌乳素血症可以影响骨代谢的速率，并且当与性腺功能减退相关时，可

能导致骨密度降低。但是，抗精神病药物导致的高泌乳素血症在精神分裂症患者骨矿物质流失

中的作用还不十分明朗。缺乏前瞻性研究和侧重于仅仅测量骨密度而不是依据于骨转换标志物

的活动，诸如此类的研究方法缺陷，减少了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抗精神病药物、血清泌乳素水

平升高和骨密度降低之间关联的确定性。因此，为了建立抗精神病药物、血清泌乳素水平和骨

质疏松/骨质疏松风险之间的精确关系，开展使用更好的生物学标志物进行的前瞻性实验研究是

相当有必要的。 
已有的研究表明，抗精神病药物导致的高泌乳素血症与精神分裂症患者骨密度降低关系密

切，且与药物的作用时间和患者性别有关。故临床医师在使用抗精神病药物时，应该定期监测

骨质疏松发生高危人群的血清泌乳素水平及骨密度，避免严重后果的发生，这也能够为相关的

实验研究提供更好的临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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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纤维蛋白原是卒中后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 
 

栾晓倩,何金彩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有研究表明，约三分之一的卒中患者会出现卒中后抑郁，卒中后抑郁不仅会导致卒中预

后不良，还会增加卒中患者的死亡率。纤维蛋白原是血液中重要的炎症指标，过去的研究已经

表明，纤维蛋白原和卒中风险密切相关，而且高水平的纤维蛋白原还与抑郁有关。本研究目的

旨在研究卒中后抑郁患者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变化，探索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与卒中后一个月

抑郁发生的临床相关性。 
方法 严格根据纳入排除标准，共 406 例急性缺血中风患者参与研究。研究人员在卒中发病一周

内对患者进行 NIHSS 评估卒中严重程度，在发病一个月后测量汉密尔顿抑郁量表（17 项）及

DMS-4 评估卒中后一个月抑郁发生率，mRS、ADL 评估功能预后。取评分≥7 认为符合卒中后

抑郁诊断。所有患者在入院 24 小时内抽血，采用量热法或浊度法检测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白

细胞水平，超敏 C 反应蛋白水平。利用 SPSS21.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406 例卒中患者有 140 例出现抑郁，卒中组与非卒中组在 BMI，受教育年限和收入、血管

危险因素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卒中组和非卒中组 NIHSS 评分、mRS 评分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1.在 140 例卒中后抑郁患者中，血浆纤维蛋白原平均水平是 3.73±0.92, 高于非卒中后抑郁组

3.24±0.73(P<0.001)；卒中患者中，抑郁组白细平均水平高于非抑郁组(7.11±1.89*109/L vs. 
6.70*109/L ± 1.92,P=0.033);超敏 C 反应蛋白平均水平抑郁组高于非抑郁组（9.15mg/l ± 17.76 
vs. 5.25mg/l ± 12.74，P=0.024）； 
2.同时，将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分为三层，不同层分别与抑郁分组进行卡方分析，第一层卒中患

者中抑郁所占比例为 22.1%，非抑郁占 41.0%，P<0.001; 第二层无统计学差异；第三层卒中患

者中抑郁所占比例 45.0%，非抑郁占 24.4%，P<0.001； 
3.将纤维蛋白原分层中的最高层，白细胞，超敏 C 反应蛋白，NHISS ，mRS，ADL，性别纳入

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纤维蛋白原水平(≥3.69g/l)是卒中后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OR 3.446, 95%CI 
1.839-6.456, P<0.001）。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 
1.卒中患者中，抑郁组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高于非抑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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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3.69g/l 抑郁发生率明显升高； 
3.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3.69g/l 是卒中后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 
PO-077 

重复经颅磁刺激结合认知行为疗法对脑卒中后抑郁患者  
的疗效观察 

 
张忠霞 1,2,王培芝 1,2,王彦永 1,2,王铭维 1,2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2.河北省脑老化与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室 

 
 
目的 观察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结合认知行为疗法对脑卒中后抑郁（PSD）患者抑郁情绪、

认知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5.03-2015.03 我院神经内科住院的脑卒中后抑郁患者 46 例，纳入标准符合全国

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定的《脑血管病诊断标准》中脑梗死诊断标准和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

标准，并排除有癫痫病史、心肺肝肾等重要脏器功能减退、不能配合的患者。应用随机数字表

法分为常规治疗组、试验组各 23 例。其中常规治疗组男 10 例，女 13 例，平均年龄（65.2±7.2）
岁，认知行为疗法组男 8 例，女 15 例，平均年龄（67.5±6.8）岁，两组患者的性别构成比与年

龄无统计学差异。两组均按照《中国脑血管病防治指南》中脑卒中的处理原则接受脑卒中常规

治疗，包括药物和基本的康复训练。试验组在此基础上给予重复经颅磁刺激结合认知行为治疗，

疗程 28 天。分别于干预前、干预后对两组患者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定患者的抑

郁程度、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评定认知功能、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
评测其睡眠质量。采用 SPSS 13.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评分均以（x±s）表示，两组治疗前后

的差异比较采用 t 检验。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HAMD、MMSE 和 PSQI 评分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结束后，

对照组与试验组患者的三项评分 HAMD [(11.3±4.1) vs (8.5±3.1), t=2.613, P=0.012]、MMSE 
[(16.7±4.4) vs (22.1±5.6), t=3.636, P=0.001]、PSQI [(15.2±2.1) vs (10.9±2.5), t=6.316, 
P=0.000]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重复经颅磁刺激结合认知行为疗法对卒中后抑郁患者的抑郁情绪、认知功能障碍及睡眠质

量均有显著的改善作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O-078 

中国医务人员的健康焦虑 
 
张钰群 1,庄冬云 1,毛雪芹 2,米国琳 3,王娟娣 4,杜向东 5,易正辉 6,沈鑫华 7,隋毓秀 8,李华杰 9,曹音 9,朱祖福 10,侯

正华 1,李启斌 11,袁勇贵 1 
1.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心理精神科 

2.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3.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4.南京军区总医院 

5.苏州大学附属广济医院 6.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7.浙江省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8.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9.江苏省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10.江苏省江阴市人民医院 
11.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社会福利医院 

 
 
目的 探索医务人员的健康焦虑（Health Anxiety, HA）及其可能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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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利用中文版简式健康焦虑量表（Chinese Short Health Anxiety Scale, CSHAI）在同一时

间段对 13 个医院的 1702 名医务人员进行了评估，收集不同类型医院不同工作种类医务人员

HA 状况及年龄、性别、家庭收入、躯体疾病、工作年限等一般资料。按 CSHAI 的得分将所有

医务人员分成 HA 组和非 HA 组，比较两组间一般资料的差异及其对 HA 的影响。 
结果 按 CSHAI 得分，HA 组共 513 人，非 HA 组共 1189 人。医务人员 HA 的发生率为 16.27%，

远高于一般人群。HA 与非 HA 组相比，医院类型（χ2=7.900，P=0.005）、性别（χ2=4.188，
P=0.041）、婚姻状况（χ2=12.614，P<0.001）、家庭收入（χ2=23.298，P<0.001）、性格特

征（χ2=10.867，P=0.004）、躯体疾病（χ2=42.321，P<0.001）、受教育程度（χ2=5.141，P=0.023）
和工作年限（t=-2.426，P=0.015）均差异显著。此外，综合医院、女性、已婚、家庭收入低、

性格内向、受教育程度高、罹患躯体疾病可能是医务人员 HA 的危险因素。 
结论 中国医务人员存在明显的 HA，且 HA 的存在受众多一般因素的影响，严重影响医务人员

的工作效率和身体健康。而医务人员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亟待社会大众的理解和关注。 
 
 
PO-079 
阿戈美拉汀与 SNRI 类抗抑郁剂治疗抑郁症的疗效及安全性

Meta 分析 
 

于雪竹 
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 

 
 
目的 比较阿戈美拉汀与 SNRI 类抗抑郁药物治疗抑郁症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检索 MEDLINE、EMBASE、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等中英文数据库，纳入关于阿戈美

拉汀与 SNRI 类抗抑郁剂治疗抑郁症的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RCT）、

半随机对照试验(Quasi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Quasi-RCT)。由 2 位研究者独立进行文

献筛选、质量评价及数据提取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共纳入符合标准的 7 个研究，疗效分析结果显示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度洛西汀组：

RR=1.13，95% CI=0.99~1.29, P=0.08；文拉法辛组：RR=1.05，95% CI=0.95~1.17, P=0.30）；
阿戈美拉汀组在恶心呕吐及低血压方面的副反应低于 SNRI 类抗抑郁药（RR=0.53，95% 
CI=0.35~0.81, P=0.003；RR=0.26，95% CI=0.08~0.79, P=0.02），其他方面无明显优势

（P>0.05）。仅 1 篇文献报道了性功能方面的副作用，统计结果显示阿戈美拉汀组发生率低于

对照组。1 篇文献报道了肝功能方面的副作用，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阿戈美拉汀的疗效与 SNRI 类药物相当，副反应方面也相对较少，甚至有些方面明显低于

SNRI 类药物，故安全性较高，可以作为治疗抑郁症的优选策略之一。 
  
 
PO-080 

强迫症患者小脑异常的静息态磁共振研究 
 

王壁,李坤,时艳丽,朱建立,李炎,王茜,张海三 
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河南省精神病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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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小脑参与高级认知功能，并与多种精神疾病相关。然而，目前小脑内

在功能连接特点与强迫症的关系仍不清楚。本研究拟采用静息态磁共振的方法探讨强迫症患者

小脑的功能异常特点。 
方法 对性别年龄教育匹配的 30 例首发强迫症患者及 26 例正常成人进行静息态功能核磁共振

扫描。首先，采用低频振幅（fALFF）计算小脑在静息状态下的局部激活情况；其次，选择 fALFF
组间差异的脑区作为感兴趣区（ROI），进行基于全脑的功能连接分析；最后，采用相关分析的

方法分析强迫症小脑功能异常特征与疾病严重度（Y-B 评分）的相关性。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强迫症组双侧小脑后叶 fALFF 激活增加（左小脑后叶（MNI 坐标：-
9 -81 -48，t =5.392）； 右小脑后叶（MNI 坐标：24 -69 -60， t=：4.883）。基于差异脑区的

全脑功能连接结果显示：强迫症患者双侧小脑后叶与右侧尾状核的功能连接明显降低（左小脑

后叶与右侧尾状核功能连接，t= -3.782；右小脑后叶与右侧尾状核功能连接，t=-3.596）。相关

分析未发现增强的 fALFF 及降低的小脑功能连接与强迫症状评分的相关性。 
结论 在静息情况下，强迫症患者双侧小脑后叶的局部激活增加及与右侧尾状核的功能连接降低。 
 
 
PO-081 
BDNF 基因外显子Ⅰ区域甲基化在抑郁症及舍曲林抗抑郁治

疗中的作用 
 

高树贵 1,孙亭 2,徐国安 2,李广学 1,邢玉华 1,敬攀 1,张媛媛 1,杨宝琴 1 
1.浙江省宁波市康宁医院 

2.宁波大学医学院 
 
 
目的 抑郁症是全球负担最重的 10 类重大疾病之一，患者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社会功能损害，

为自己带来极大精神和躯体痛苦的同时也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已有相当数量的研究发现，

BDNF 基因甲基化能通过调控基因的转录与表达影响 BDNF 浓度，可能参与抑郁症的发生发展，

并且这种甲基化进程能够被环境等因素所影响。本研究选取 BDNF 研究较为集中的外显子Ⅰ区

域进行甲基化相关研究，以探讨其在抑郁症发病以及舍曲林抗抑郁治疗中的作用。研究脑源性

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基因外显子Ⅰ区域甲基化修饰在抑郁症

及舍曲林抗抑郁治疗中的作用。 
方法 本研究采用病例对照研究。选取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7 月于宁波市康宁医院门诊或

住院的抑郁症患者 42 例。男 7 例，女 35 例，平均年龄（41.2±16.4）岁。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

十版 ICD-10 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中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HAMD 评分≥18 分；能配合完善心

理量表测评；无慢性疾病或者严重躯体疾病史；无电休克史；无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史；无严重

自杀企图。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自愿参加本研究；选取 2016 年 4 月-2016 年 7 月年龄、性别与

患者相匹配的宁波市某医院的健康体检者 32 例作为对照组。所有患者入组后接受舍曲林单一

治疗，小剂量起始，根据病情逐渐增加药物剂量，疗程 4 周。运用甲基化特异性定量 PCR 
(Quantitative Methylation-Specific PCR,QMSP) 技术进行 DNA 甲基化检测；应用汉密尔顿抑

郁量表进行抑郁症状评估。 
结果 基线基线时病例组 BDNF 基因甲基化水平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8.839,P<0.05），分性别后男性、女性病例组基线时 BDNF 甲基化水平仍低于对照组（t=-
2.508,P=0.029;t=-8.522,P<0.05）；舍曲林治疗前后病例组 BDNF 基因甲基化水平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t=0.533,p=0.597），分性别后男、女病例组治疗前后 BDNF 甲基化水平差异仍无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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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意义（t=0.265,p=0.801;t=0.458，p=0.650）；此外，治疗前病例组 BDNF 甲基化水平与 HAMD
量表总分及各因子分无相关性（均 p<0.05）。 
结论 BDNF 基因外显子 I 区域 CPG 位点 甲基化可作为抑郁症诊断的客观标记，其低甲基化修

饰可能是 BDNF 自身反馈调节的机制。 
 
PO-082 

Association study between nNOS and TPH1 gene 
polymorphism and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Zhang WenXuan1,Wang Chun2 

1.Zhongd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outheast University 
2.Nanjing Brai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NOS and 
TPH1 gene polymorphism and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BPD）. 
Methods 140 Han Chinese males with BPD and 165 controls were examined, all subjects 
were evaluated by Personality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PDQ-4),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7(GAD-7),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aire-
28 item Short Form(CTQ-SF), Barratt Impulsiveness Scale(BIS-11) and Self-rating Idea Of 
Suicide Scale(SIOSS). The DNA fragments of nNOS ex1f were measured by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with fluorescent detection technique. The DNA fragments of TPH1 A218C 
were measured by restriction enzyme digestion. Both allele frequencies and genotype 
frequencies i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ere found in nNOS ex1f allele or genotype frequencies 
when BPD group was compared with control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NOS ex1f genotypes, 
BPD group is divided into LL group, SL group and SS group.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ree groups in depression(P<0.05). LSD showed that the LL group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SL group (P = 0.015) and SS group (P = 0.023) in depression.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nNOS ex1f polymorphism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on in BPD. BPD patients with LL genotype showed higher levels of 
depression. TPH1 A218C gene polymorphism is not associated with impulsiveness, anxiety, 
depression and idea of suicide in BPD. 
 
 
PO-083 

1091 例体检者心理评估数据特点及健康管理对策 
 

李勇,贺丹军,许年珍 
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运用心理评估对健康体检人群心身疾病进行预防和干预对策。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6 月在某大型三甲医院进行常规健康体检的人群，随机数字法抽取

1250 例体检者进行心理评估，剔除 159 例不合格和不愿检测的评估后，最后纳入 1091 人进行

分析，问卷填写有效率为 87.3%。心理评估在体检工作中进行，根据随机数字法抽取体检者进

行心理评估，研究对象知情同意，在心理测验室，由一名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主持，一般问卷

内容包括体检对象人口社会学基本特征、生活方式等，采用心理测试软件进行 90 项症状自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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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SCL-90）测评；统计学处理采用 Epidata 3.1 软件进行数据平行双录入，采用 SPSS21.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吸烟和现在饮酒率分别为 13.3%和 51.1%；75.1%的研究对象经常进行体育锻炼；67.5%
的研究对象无特殊饮食偏好；31.2%的研究对象存在睡眠障碍问题。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吸烟

状况、饮酒状况、经常体育锻炼和睡眠障碍等在不同年龄组间存在差异，且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与 18-35 岁组和 56-75 岁组比较，36-55 岁组体检人群的 SCL-90 总分、抑郁因子分、

焦虑因子分和躯体化因子分均增高，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三甲医院体检人群中，中年人的心理情绪问题相对更为明显，体育锻炼较少，吸烟、饮酒

等不良生活方式较其它年龄段多，提示要重视中年人群尤其是缺乏体育锻炼、经常吸烟、饮酒

的中年人群的心理情绪问题，早期开展针对性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心理问题的发生。 
 
 
PO-084 

药物合并正念认知疗法对抑郁症患者心理社会的影响 
 

孙磊,司纪剑,杨坤 ,罗兰兰,杨建立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探讨正念认知疗法合并药物对于改善抑郁症患者心理社会功能的效果，为抑郁症患者的治

疗和康复提供新的途径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天津市安定医院门诊符合 ICD-10 抑郁发作和复

发性抑郁障碍患者 90 例，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随机分为正念认知疗法组 45 例和艾司西酞

普兰组 45 例。正念认知疗法组在使用艾司西酞普兰的同时合并给予 MBCT。艾司西酞普兰组

患者仅使用药物治疗。两组患者均在治疗前后接受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贝克抑郁量

表第 2 版(BDI-Ⅱ)、临床总体印象量表(CGI)、健康状况调查问卷(SF-36)、社会功能缺陷筛查量

表(SPSS)、应对方式问卷(CSQ)、自我接纳问卷(SAQ)、自尊量表(SES)、精神病人病耻感问卷

(SSPM)、五因素正念问卷(FFMQ)的评估。 
结果 42 例正念认知疗法组患者和 41 例艾司西酞普兰组患者完成研究并纳入结果分析，有 7 例

患者脱落。①治疗后正念认知疗法组患者 HAMD-17 量表评分、BDI-Ⅱ量表评分、临床总体印

象量表 CGI-S 评分、疾病改善程度 CGI-I 评分、SDSS 量表评分低于艾司西酞普兰组患者，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治疗后正念认知疗法组患者 SF-36 生理机能、生理职能、躯体疼

痛、总体健康、精力、社会功能、心理健康及总体水平均高于艾司西酞普兰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③治疗后正念认知疗法组患者因子解决问题和求助评分高于艾司西酞普兰组、

CSQ 因子自责和退避评分低于艾司西酞普兰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④治疗后正念认知疗法组患者 SAQ 总分及因子自我接纳、自我评价评分、SES 评分

均高于艾司西酞普兰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⑤治疗后正念认知疗法组患者 SSPM 评

分低于艾司西酞普兰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⑥治疗后正念认知疗法组患者 FFMQ 因

子观察、描述、觉知地行动、不判断、不反应及总分均高于艾司西酞普兰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在应用药物治疗前提下①合并 MBCT 能更明显改善抑郁症状及抑郁症患者的生活质量和

社会功能；②合并 MBCT 能更明显提高抑郁症患者的应对能力、自尊和自我接纳水平，同时更

加明显降低其病耻感；③合并 MBCT 能更加明显提升抑郁症患者的正念水平与心理社会功能，

促进更快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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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5 

巴林特小组的临床应用实践 
 

王琰,何燕玲,庄文旭,缪菊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巴林特小组活动对团体中的成员和团体关系的影响。 
方法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7 月，采用自愿报名的形式招募开放性巴林特小组成员，每个月

定期开展巴林特小组活动，每次有 8~12 名成员参加。首次参加该团体的成员在活动结束后填

写《巴林特小组及团体问卷》，该问卷由德国弗莱堡大学附属医院的专业人员编写，问卷包括

参与者基本信息，以及巴林特小组问卷、团体关系问卷、团体氛围问卷 4 个部分。巴林特小组

问卷共 15 个条目，每个条目选项从 0（没有收获）到 5（收获很多），调查组员在团体中的收

获，得分范围 0~75 分，评分越高，表明收获越多；团体关系问卷共 15 个条目，每个条目描述

了两种相反的感受倾向，选择其中之一，调查组员对团体关系的感受；团体氛围问卷共 12 个条

目，每个条目选项 0~6 级，得分范围 0~72 分，评分越高，表明体验到的团体氛围越是安全的、

包容的、友好的。 
结果 共收回有效问卷 102 份，通过巴林特小组的活动，81.2%的参与者从其他组员身上学习到

了一些东西，为己所用；84.1%的参与者在意识到别人的想法和感受方面有所收获甚至收获很

多；91.1%的参与者在理解自己对他人的反应及原因方面有所收获；86.1%的参与者认为组长的

帮助很大。分别以团体关系问卷中各条目的两个相反的感受倾向为因变量，以团体中的收获得

分或氛围得分、性别、年龄、专业身份、心理治疗经验、巴林特小组经验为自变量进行 Logistic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当参与者感到自己在本次团体中的收获越多，他在团体关系中会倾向

于感到自己是有优势的（OR=1.09，95%CI:1.01-1.16）、冲动的（OR=1.12，95%CI:1.03-1.22）。
团体氛围分数越高，参与者在团体关系中是感受较好的（OR=0.91，95%CI:0.84-0.99）、看事

情较透彻的（OR=1.09，95%CI:1.00-1.18）、感到被理解的（OR=1.15，95%CI:1.04-1.27）
以及掌控全局的（OR=0.90，95%CI:0.83-0.97）。 
结论 通过巴林特小组活动，参与者在理解自己的和他人感受等方面都有所收获。团体中的收获

和氛围会对团体中的关系产生影响，收获越多，在团体中感到越有优势并冲动；越安全、包容、

友好的氛围越容易带给参与者较好的感受。 
 
 
PO-086 
酸枣仁汤对抑郁模型大鼠海马 Wnt-1 蛋白基因表达影响的实

验研究 
 

田旭升,纪成松,张策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目的 通过观察抑郁大鼠海马内 Wnt-1 蛋白变化规律，明确酸枣仁汤对抑郁大鼠海马 Wnt-1 蛋

白的影响，进一步探讨抑郁症的机制和酸枣仁汤抗抑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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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实验选用健康雄性 SD 大鼠 48 只，适应性饲养 3d 后，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模型组、氟

西汀组、酸枣仁汤低、中、高剂量组 6 组，每组 8 只大鼠，正常对照组每笼 8 只饲养，其余组

别大鼠每笼 1 只进行孤养，除正常对照组外其余均接受 28d 慢性轻度不可预见性应激刺激

（CUMS)。氟西汀组和酸枣仁汤各剂量组在造模第 8d 开始分别给予氟西汀药物及和酸枣仁汤

各剂量进行干预。正常对照组和模型组分别给予生理盐水灌胃。于实验第 0d 和第 28d，分别测

量并观察每只大鼠体重变化、蔗糖水消耗量、行为学得分情况。在实验第 28d 对各组大鼠进行

海马取材，应用 R-tPCR 检测大鼠海马内 Wnt-1 蛋白 mRNA 的表达情况，采用 W-B 方法检测

Wnt-1 蛋白的表达情况。 
结果 1.酸枣仁汤可增加抑郁大鼠体重、行为学得分、蔗糖水消耗量。在实验第 0d,各组大鼠体

重、行为学得分、蔗糖水消耗量无明显差异（P＞0.05）。实验第 28d,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

组大鼠体重、行为学得分、蔗糖水消耗量明显减少（P＜0.01）。与模型组相比较，酸枣仁汤各

剂量组及氟西汀组大鼠体重、行为学得分、蔗糖水消耗量显著升高（P＜0.05）。  2.酸枣仁汤

可上调抑郁大鼠海马 Wnt-1 蛋白 mRNA 的表达情况。模型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组 Wnt-
1 蛋白 mRNA 表达明显降低（P＜0.01）。与模型组比较，酸枣仁汤高剂量组及氟西汀组表达

升高显著（P＜0.01），酸枣仁汤低、中剂量组表达也均高于模型组（P＜0.05）。3.酸枣仁汤

可上调抑郁大鼠海马 Wnt-1 蛋白的表达情况。模型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组表达量明显降

低（P＜0.01）。与模型组比较，酸枣仁汤高剂量组及氟西汀组表达升高显著（P＜0.01），酸

枣仁汤低、中剂量组表达也均高于模型组（P＜0.05）。 
结论  酸枣仁汤具有上调 Wnt-1 蛋白表达作用，其抗抑郁机制可能为增强 Wnt 信号通路活性、

促进神经元再生和炎性细胞因子免疫介导有关。 
 
 
PO-087 
SSRIs 联合不同剂量坦度螺酮治疗伴有焦虑的抑郁症疗效和

安全性的比较研究 
 

李喆 1,7,杨亚黎 3,郑占营 2,李永宏 4,高英 5,朱朝霞 6,李涛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克拉玛依市人民医院心理一科 
3.克拉玛依市人民医院心理二科 4.克拉玛依市人民医院临床睡眠科 

5.克拉玛依市人民医院老年科 6.克拉玛依市人民医院康复科 
7.克拉玛依市人民医院精神康复中心 

 
 
目的 比较SSRIs联合低剂量或高剂量的坦度螺酮治疗伴有焦虑的抑郁症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 
方法 将 146 例伴焦虑的抑郁症患者随机分为 SSRIs 治疗组（单药组）51 例，SSRIs 联合低剂

量的坦度螺酮组（低剂量组）47 例，SSRIs 联合高剂量的坦度螺酮组（高剂量组）48 例，疗程

均为 6 周。治疗前、治疗后 1、2、4、6 周末运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24）、汉密尔顿

焦虑量表（HAMA）评定疗效，副反应量表（TESS）评定不良反应。 
结果 三组治疗前 HAMD-24 及 HAMA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三组治疗后

HAMD-24 及 HAMA 评分较前降低（P 均＜0.01）；2、4、6 周末时，高和低剂量组相对单药组

在 HAMD-24 和 HAMA 评分更低（P 均＜0.01）；两两比较发现，1 周末时，高剂量组 HAMA
评分低于低剂量组（P=0.03）；2 周末时，高剂量组 HAMA（P＜0.01）及 HAMD-24（P=0.04）
评分均低于低剂量组；4 周及 6 周末时高剂量组 HAMA 及 HAMD-24 评分与低剂量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 均＞0.05）。三组疗效在 6 周末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71，P=0.01），低

剂量和高剂量组均高于单药组，低剂量和高剂量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8）。三组不

良反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43，P=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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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SSRIs 联合坦度螺酮能够快速有效缓解抑郁及伴有的焦虑症状，不良反应少；高剂量的坦

度螺酮较低剂量有更明显的快速抗焦虑作用，值得临床推广。  
  
 
PO-088 

Advances of magnetic seizure therapy on unipolar and 
bipolar depression 

 
Zhang Junyan,Ma Xin,Luo Jiong,Ren Yanping,Jiang Wei,Wang Changming 

Beijing An Ding Hospital 
 
 
Abstract 
Objective. Magnetic seizure therapy (MST) is a novel convulsive therapy. It hybrids the 
benefits of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s antidepressant effect and the rational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A small sample MST versus ECT study has demonstrated 
that MST had the similar efficacy as ECT on depression. We are to review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MST. 
Methods.  Pubmed, Embase, Web of science, CoChrane Library and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China biology medicine disc (CBMdisc) were searched 
systematically on  MST clinical studies. The terms were “depress*” and “magnetic seizure 
therapy”. 
Results. Seven original articles on MST’s antidepressant and cognitive effects profiles were 
in line with our inclusion/exclusion criteria. Essential data were carefully extracted to form the 
database of MST clinical studies. Though there were considerable variability among the 
enrolled studies, we could gain an overview over the efficacy and cognitive effects of MST on 
depression. The overall response rate is about 46.9% based on the seven studies and the 
maximal remission rate is 46.2% in only one study. 
Conclusions. Based on the randomized controlled and other open-label studies, it shows that 
MST has antidepressant and benign cognitive effect. Up to now, there were no randomized 
double-blinded controlled studies on MST for depression, and the small sample is small. In 
future, larger sample and randomized double-blinded controlled studies are needed to 
establish the efficacy and cognitive effects. 
 
 
PO-089 

季节和脑卒中后抑郁的相关性及其机制的探讨 
 

何金彩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脑卒中后抑郁是脑卒中后最常见的情感障碍性疾病，我们的前期研究表明脑卒中患者基线

期血清维生素 D 水平低与脑卒中后抑郁独立相关。本研究旨在分析脑卒中后抑郁的发生是否存

在明显的季节差异，以及脑卒中后抑郁季节性变化的机制。 
方法 本文采用血清 25-羟维生素 D 作为反映血清维生素 D 状态的指标,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在

我院检验中心完成血清维生素 D 水平的检测。采用汉化版 17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评估患者的抑郁症状，分为脑卒中后抑郁组和脑卒中后非抑郁组。根据血清维生素 D 状态的不

同，将季节分为夏秋季（6 月-11 月）和冬春季（12 月-5 月）。将夏秋季作为指示变量，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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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明确季节的变化与脑卒中后抑郁发生的关系，采用中介效应分析评价维

生素 D 在季节和脑卒中后抑郁中所起的作用。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402 例脑卒中患者并完成一个月的随访。脑卒中患者血清维生素 D 水平有

明显的季节差异性，冬春季发病的脑卒中患者血清维生素 D 水平比夏秋季发病的患者低(p < 
0.001）。随访一个月以后，脑卒中后抑郁患者基线期血清维生素 D 水平明显低于非脑卒中后抑

郁的患者 p < 0.001）。皮尔森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血清维生素 D 水平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的分

数呈负相关（r 值为-0.406，p < 0.001）。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基线期血清维生素 D 水平每

增加 1 nmol/L，急性脑卒中后抑郁发病率的风险降低 4.9%，基线期血清维生素 D 水平低患者

更容易发生脑卒中后抑郁。Logistic 回归分析，以脑卒中后抑郁为因变量，将夏秋季节作为指示

变量，发现冬春季是脑卒中后抑郁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OR=2.14, 95%CI,1.28-3.58, p = 
0.003 ）。校正所有可疑的混杂因素之后，冬春季仍是脑卒中后抑郁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冬

春季引起急性脑卒中后抑郁发病率的风险比夏秋季增高 2.60 倍。最后将血清维生素 D 水平纳

入上述回归模型中，发现，季节不再是脑卒中后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p = 0.056），血清维生

素 D 水平仍然是脑卒中后抑郁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OR 0.95, 95% CI 0.935-0.966,p < 0.001)。 
结论 脑卒中后抑郁的发生具有明显的季节相关性，冬春季发病的脑卒中患者与夏秋季发病的患

者相比，更容易发生脑卒中后抑郁。季节通过改变脑卒中患者血清维生素 D 的水平从而对脑卒

中后抑郁的发生产生影响。 
 
 
PO-090 
海洛因成瘾者血清 BDNF 水平升高可能与认知功能损害无关 

 
栾晓倩,何金彩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很多的证据表明 BDNF 在海马神经元可塑性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如学习和记忆。我们

知道海洛因成瘾导致许多患者认知功能损害。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探讨海洛因成瘾患者血清

BDNF 水平与认知功能的关系。 
方法 我们纳入 86 例海洛因成瘾患者，238 例健康对照组。采用 RBANS 检测纳入者的认知功

能并且测定 BDNF 含量。 
结果 海洛因成瘾患者的 BDNF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1692.94pg/ml±707.71vs1194.46pg/ml±230.98);P<0.001；认知功能测评 RBANS 显示海洛因

成瘾者注意力和语言能力得分较健康对照组低 P<0.05；然而我们未发现 BDNF 与认知功能有

正相关性；我们的发现认为 BDNF 可能并未涉及海洛因成瘾导致的认知损害的病理生理机

制，但未来需要更多研究证明 BDNF 与海洛因成瘾者认知功能损害的关系。 
结论 1.海洛因成瘾者 BDNF 水平较健康对照组高；2.海洛因因成瘾者认知功能评分中除了注意

力和语言得分健康对照组低，其它评分没有差异；3.BDNF 水平与海洛因成瘾组及健康对照组

的认知功能之间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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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1 

天津地区肿瘤患者痛苦筛查可行性调查 
 
管冰清 1,王昆 1,张莹 2,穆海玉 3,吴尘轩 4,冯莉霞 1,郝春芳 5,单丽珠 6,李艳 1,王燕 7,李国忠 8,礼青 9,姚蔷 10,韩金

凤 11,李顺利 12,史可梅 13,司玉玲 14 
1.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 
4.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5.天津市宁河县医院 

6.南开医院 7.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8.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 9.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 
10.天津市人民医院 11.天津市武清区中医院 

12.天津市宝坻区人民医院 13.天津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4.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目的 痛苦被定位第六大生命体征，本研究在天津多家医院肿瘤科室同步开展痛苦筛查，通过患

者及医护人员对筛查工作的评价探索肿瘤痛苦筛查临床应用的可行性。 
方法 天津地区 14 家医院参与。工具包括《天津地区肿瘤患者痛苦筛查指南》、《患者基本信

息表》、《心理痛苦温度计 DT》、《PHQ-9》、《GAD-7》、《M.D 症状评估量表》、《筛查

结果反馈表》、《患者筛查评价表》、《医护筛查评价表》。15 岁以上，神志清楚，无交流障

碍且愿意参与调查的恶性肿瘤患者，在入住各科室 24 小时内完成量表。医护根据筛查结果填写

《筛查结果反馈表》，将此表交予患者或家属并在治疗中予以处理或转诊；患者出院时完成《患

者筛查评价表》；调查开始后 3 个月所有参与调查的医护人员完成《医护筛查评价表》。 
结果 471 名患者参与。96%患者有医保。KPS 73.56±17.43，83.9%为晚期。有效回收 DT 458
份，57.2%患者存在显著心理痛苦。以 5 分为标准，70.5%存在抑郁，44.4%焦虑显著，35%为

中重度抑郁（n=159），中重度焦虑 20.4% (n=93)。348 名患者及 100 名医护人员评价了筛查

工作，81%的患者完全或大部分独立完成量表，83.6%能在 15 分钟之内完成所有量表。80%医

护人员对反馈表结构及以反馈表的形式对痛苦问题进行指导和转诊表示赞同。通过量表反映的

问题 71.6%患者表示医护团队给予了处理、指导或转诊，94.2%满意。85%医护人员认同筛查

能帮助其更好地了解患者的当前状况及需求，81%表示筛查能促进与患者的沟通。加入筛查后

20%医护人员认为工作时间没有变化，64%增加了一点，15%增加了不少甚至很多。64.6%医

护、69.8%的患者愿意进行痛苦筛查。本次筛查只有四家医院收费 10 元，仅一家医院从医保途

径报销，57%医护认为收费应该在 15 元/次以上，愿意筛查的医护人员增至 72%。 
结论 肿瘤患者心理及身体痛苦发生率不低，亟待临床医生发现并予以处理。本次调查设计的筛

查工具能被大多数患者理解和接受。以筛查反馈表的形式与患者/家属进行心身症状的进一步了

解、处理与转诊为临床医护识别及处理患者心身症状提供了便利及有效沟通的途径。因而痛苦

筛查获益的不仅仅是患者也包括了临床工作人员的获益。超过 2/3 的医护人员和患者愿意将痛

苦筛查纳为常规。但只有不到 1/3 的医院针对筛查收取了费用，医护人员建议 15 元/次以上，

相应政策仍然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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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2 

认知行为治疗对重度烧伤患者康复影响的纵向研究 
 

宗昆仑 1,谌利民 1,2,王国强 1,2 
1.皖南医学院人文与管理学院 

2.无锡市第七人民医院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了解重度烧伤患者在康复过程中的心理状态以及生活质量，并探究认知行为治疗对于烧伤

患者康复的影响。 
方法 按照入组标准，先后将 38 名重度烧伤患者纳入研究，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每组 19 人，

最终有 35 名患者完成了研究，其中研究组 17 人，对照组 18 人。研究组给予认知行为治疗，

对照组给予一般支持性心理治疗，两组治疗时间均为 3 个月。在被试入组时，进行首次心理测

量，干预完成后再次进行心理测量，干预期间进行相关生理康复指标收集。 
结果 本研究中男性 22 人，女性 13 人，平均年龄 38.89 岁，烧伤面积 79.54%。2 重度烧伤患

者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检出率为 54.3%，焦虑症状检出率为 60%，抑郁症状检出率

为 74.3%，心理症状阳性率为 80%，均高于以往报道。3 重度烧伤患者的生活质量和总体幸福

感低于正常人。4 研究组与对照组在性别、年龄、职业、收入、烧伤面积、受教育程度等数据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5 心理干预前后，重度烧伤患者在 PCL-C、SDS、SCL-90、SF-
36 的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 GWB、SAS 的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6 研究

组与对照组干预前 PCL-C、GWB、SAS、SDS、SCL-90、SF-36 量表的总分和因子分的评分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7 研究组干预前后的 PCL-C、SAS、SDS、SCL-90、SF-36
的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GWB 的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8 对照

组干预前后的 PCL-C、GWB、SAS、SDS、SCL-90、SF-36 的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9研究组与对照组干预后的PCL-C、SAS、SDS、SCL-90的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而 GWB、SF-36 的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0 研究组与对照组在生理康复指标上

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重度烧伤患者 PTSD、焦虑、抑郁症状发生率较高。2 认知行为治疗对于重度烧伤患者的

焦虑、抑郁、PTSD 症状以及心理健康均有改善作用，可以促进重度烧伤患者的心理康复。 3 认

知行为治疗对重度烧伤患者生活质量改善可能有效，但其生活质量仍处于偏低水平。4 没有发

现认知行为治疗能在短期（3 个月）内提升重度烧伤患者的幸福感。5 短期（3 个月）认知行为

治疗对于重度烧伤患者的生理康复没有明显改善。 
  
 
PO-093 

心境曲线图提高双相障碍患者护理质量的研究 
 

杨科华,方晶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下沙院区 

 
 
目的 通过病人描绘心境曲线图，了解双相障碍患者病情变化，进行有效的干预，帮助及时采取

针对性的护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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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 2015 年 12 月-2017 年 1 月收治的住院双相障碍患者 120 例，按照入院日期单双号随

机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各 60 例。研究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采用自行设计的微信版心境曲线图

描绘，由经过培训的护士和患者签署知情同意后，授权患者登录微信平台记录每天的情绪变化、

睡眠情况、药物服用情况、生活事件等相关情况，由专职护士在平台上每周进行心境曲线图的

追踪监测，观察患者记录变化，了解患者心境波动变化和规律，定时在平台上进行提醒患者按

时用药，门诊随访等护理干预；对照组进行常规疾病宣教，药物监测，心理支持等护理；对研

究组所有被试进行 6 个月的心境曲线图描绘和电话追踪随访，对照组进行 6 个月的电话随访，

比较两组患者的服药依从性、门诊就诊率、社会生活能力、自知力、人际关系差异性。 
结果 研究组在社会生活能力（工作、生活）、服药依从性、自知力上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利用心境曲线图记录，有利于追踪患者情绪变化的规律，帮助患者和家属更好的掌握自身

病情变化特点和情绪变化的规律，认识疾病，提高护理质量，改善患者的依从性进行规范的治

疗，提高生活质量。 
  
 
PO-094 
焦虑预处理对 MPTP 急性帕金森病模型小鼠的运动及情绪影

响以及机制探讨 
 

刘俊骞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观察焦虑预处理对帕金森小鼠模型行为学和黑质纹状体的多巴胺的影响以及前额叶皮质

及海马部位 BDNF 蛋白的变化。 
方法 本研究采用 C57BL/6 雄性小鼠建立空白对照组，焦虑预处理组、急性 PD 组、焦虑预处

理后的急性 PD 组，测定各组小鼠爬杆时间检测小鼠的运动协调性，测定高空十字迷宫和旷场

实验检测小鼠的焦虑水平，测定水迷宫游出时间评价各组小鼠空间学习记忆能力。通过酪氨酸

羟化酶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观察小鼠黑质-纹状体多巴胺能神经元的改变，用 western blotting 方

法检测小鼠脑内前额叶皮质和海马 BDNF 蛋白的变化。 
结果 各组小鼠焦虑预处理后第 5,6,7,8-13 天检测情绪无明显变化。ANX+PD 组与其他组比较，

爬杆时间延长。PD 组和 ANX+PD 组寻台潜伏期显著延长。在空间搜索实验阶段，ANX+PD 组

运动路程、滞留时间、穿台次数均显著减少(P<0.05)。PD 组和 ANX+PD 组黑质 TH+减少明显，

纹状体 MOD 减少。前额叶皮质和海马区 ANX 组小鼠 BDNF 蛋白含量表达明显增加，PD 组和

ANX+PD 组分别与 CON 组 BDNF 的蛋白含量表达减少，PD 组和 ANX+PD 组相比，两组在前

额叶皮质部位下降不明显，海马区 PD 组较 ANX+PD 组下降明显。 
结论 焦虑预处理对帕金森模型小鼠，影响运动协调能力，空间学习记忆能力，其机制可能与前

额叶皮质和海马 BDNF 表达变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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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5 

一米线在精神科发药过程中应用的效果评价 
 

倪立锋 
宁波市精神病院 

 
 
目的 观察“一米线”在精神科发药过程中应用的效果。方法 将 200 例精神病患者随机分为对照

组和观察组各 100 例，对照组常规方法进行发药，观察组在发药过程中应用一米线，经过 90 天

后，统计两组的藏药发生率、漏服率、错服率、插队发生率。 
方法 对照组 予常规流程发药。 
观察组 在发药过程中使用一米线，即在离发药窗口 1 米处贴一条颜色鲜明的线，简称一米线，

在一米线内只允许一名患者进入，一米线左右两侧各安排两名维持秩序及一对一观察患者的服

药情况。服药过后仔细检查患者口腔、舌下、脸颊部，证明已咽下方能离开。下一个病人再进

入一米线内进行服药。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6.0 软件统计。 
结果 两组患者藏药发生率、插队发生率、漏服、错服率情况比较 
结论 由上述研究我们发现，“一米线”在精神科发药过程中的应用，有利于减少患者的藏药次数

以及插队次数，能够有效的避免患者漏服，和护士发错药的发生机率。观察组藏药发生率为 1.8%
明显低于文献报告 11.3%-19.4%【3-4】。一米线原本指在公共营业场所，排队的顾客与营业窗口

及正在办理业务顾客之间保持一米的距离，由于精神病患者的特殊性，在管理上是集体治疗，

故患者服药时需排队，排队时出现拥挤、插队现象患者之间容易发生碰撞，导致拿在手中的药

物掉落；在患者伸手拿药时拿到不是自己的药物，如果未能维持好秩序，发药护士压力更大，

稍有不注意就容易发错药，而一米线应用到精神科发药过程中，有利于工作人员更好地观察患

者的服药情况，可以一对一的进行服药过程的管理。 
  
 
PO-096 
运用 SSR 神经电生理技术评价焦虑症、抑郁症患者神经功能

的对照研究 
 

王玉文,张静,刘娜,张哲成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目的 通过运用皮肤交感反射（SSR）研究抑郁症患者、焦虑症患者的交感神经功能及其与量表

的相关性。 
  
方法 按照 1999 年 WHO 标准，选取 40 例诊断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版(ICD-10)诊断标准并

且初诊为抑郁症的患者作为抑郁症组，同时对该入组病例由专人进行 Hamilton 抑郁量表和

Hamilton 焦虑量表评分；选取 40 例患者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版(ICD-10)诊断标准并且初诊

为焦虑症的患者作为焦虑症组，同时对该入组病例由专人进行 Hamilton 抑郁量表和 Hamilton
焦虑量表评分；选取健康体检者 40 例，作为健康对照受试组，对该组健康受试者同样由专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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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Hamilton 抑郁量表和 Hamilton 焦虑量表评分。检测设备应用丹麦 Keypoint.net 肌电图仪进

行神经电生理检测，并由专人对受试者进行四肢 SSR 的神经电生理检测，用表面电极刺激受试

者一侧腕部的正中神经，记录电极放置在受试者的掌心和足心，手背和足背放置相应的参考记

录电极，记录其 SSR 潜伏期及波幅，入组病例与受试者均接受两次连续的电刺激，为减少受试

者刺激部位皮肤的适应性，刺激间隔控制在 1 分钟以上。 
结果 本研究通过对抑郁症组患者 Hamilton 与抑郁量表评分神经电生理 SSR 的潜伏期和波幅

进行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均 P>0.05），说明本研究抑郁症组患者 Hamilton 抑郁量表与

神经电生理 SSR 的潜伏期和波幅没有相关性，同样对焦虑症组患者的 Hamilton 焦虑量表评分

与电生理 SSR 的潜伏期和波幅进行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均 P>0.05），说明本研究焦虑

症组患者 Hamilton 焦虑量表与神经电生理 SSR 的潜伏期和波幅没有相关性。 
结论  SSR 神经电生理技术可以作为评价抑郁症、焦虑症患者交感神经功能的一种辅助工具，

对抑郁症患者、焦虑症患者的诊治具有重要意义。 
  
 
PO-097 

Regional homogeneity associated with overgeneral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of first-episode treatment-
naive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in the 

orbitofrontal cortex: A resting-state fMRI study 
 

Liu Yansong1,Tang Zhen1,Du Xiangdong1,Wang Guoqiang2,Zhao Xudong3 
1.Suzhou Psychiatric Hospital 
2.Wuxi Mental Health Center 

3.Shanghai East Hospital， Tongji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Background  Overgeneral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OGM) is involved in the onset and 
maintenance of depression. Recent studies have shown correlations between OGM and 
alterations of some brain regions by using task-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However,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OGM and spontaneous brain activity in depression 
remains unclear.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whether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show abnormal regional homogeneity (ReHo) and, if so, whether 
the brain areas with abnormal ReHo are associated with OGM. 
Methods   Twenty five patients with MDD and 25 age-matched, sex-matched, and 
education-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underwent resting-state fMRI. All participants were also 
assessed by 17-item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and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test. 
The ReHo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regional synchronization of spontaneous neuronal 
activity. 
Results  Patients with MDD,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exhibited extensive ReHo 
abnormalities in some brain regions, including the frontal, temporal, and occipital cortex. 
Moreover, ReHo value of the orbitofrontal cortex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OGM scores 
in patients with MDD. 
Limitations: The sample size of this study was relatively small, and the influence of 
physiological noise was not completely excluded.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abnormal ReHo of spontaneous brain activity in the 
orbitofrontal cortex may be involved in the pathophysiology of OGM in patients with M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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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8 

单双相抑郁障碍磁惊厥治疗临床研究进展 
 

张俊岩,马辛,罗炯,任艳萍,姜玮,王长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目的  近十余年来，磁惊厥治疗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的神经调节术，主要用于抑郁障碍的疗效及

认知作用的研究，并且小样本随机对照研究结果显示磁惊厥治疗与单右侧无抽搐电痉挛治疗疗

效相似，并且前者有着良性的认知作用。全面收集已发表的临床疗效数据，综合分析，对磁惊

厥治疗在治疗单双相抑郁障碍的抑郁发作的疗效和认知副作用进行系统评价，为磁惊厥治疗抑

郁障碍的疗效和认知作用提供临床研究依据。 
方法  系统检索 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CoChrane Library 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

库(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万方数据库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China biology medicine disc，CBMdisc)，检索时间截至 2017 年 7 月 19 日，检索词包括

“depress*”、“mood”、“affective”、“magnetic seizure therapy”、“情感障碍”、“抑郁症”和“磁惊厥

治疗”、“磁休克治疗”及“磁痉挛治疗”。手工检索关于磁惊厥治疗对抑郁发作疗效和认知副作用相

关的临床研究。根据严格的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对文献进行筛选。选取治疗前后汉密顿抑郁量

表评分的减分率为主要疗效评价指标。 
结果  最终纳入 7 篇文献，研究中接受磁惊厥治疗的单双相抑郁障碍患者共有 81 例，在末次

磁惊厥治疗后，汉密顿抑郁量表评分减分率达到 50%以上的病人数占接受磁惊厥治疗病总人数

的 46.9%，而认知评估结果并未显示磁惊厥治疗有明确的认知副作用。 
结论  磁惊厥治疗对单双相抑郁障碍有治疗作用，但是其对认知的副作用很少。将来仍需要有

较大样本的随机双盲对照研究来进一步验证磁惊厥治疗的疗效及良性认知作用。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科技发展计划一般项目（KM201510025023） 
 
 
PO-099 

强迫障碍患者生活质量及相关因素研究 
 

成媛媛 1,唐茂芹 2 
1.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 
2.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强迫障碍患者的生活质量及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对 98 例符合 DSM-IV 诊断标准的强迫障碍患者进行一般情况，世界卫生组织生命质量测

定量表简表（WHOQOL-BREF），简明幸福与生活质量满意度问卷（Q-LES-Q-SF），耶鲁布

朗强迫量表（Y-BOCS），临床总体印象量表（CGI），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

（SDS）评定，并与 90 名健康对照者比较。 
结果  强迫障碍患者的 WHOQOL-BREF 各维度及总分均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 t:2.85～
8.53,P<0.01），Q-LES-Q-SF 评分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t:9.70,P<0.01），患者的 Y-B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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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I、SAS、SDS、评分均与 WHOQOL-BREF 总分及各维度评分（r:- 0.285～-0.850,P<0.01）、
Q-LES-Q-SF 评分显著负相关（r:- 0.452～-0.674,P<0.01）。 
结论 强迫障碍患者的生活质量低于一般正常人群，疾病越严重，生活质量越差；患者的强迫症

状、焦虑抑郁情绪都是影响其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 
PO-100 

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出生体重和抗精神病药物诱导 
肥胖的关系 

 
肖文焕 

江苏省复员退伍军人精神病医院 
 
 
目的 精神分裂症患者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大约有 75%的人体重增加，并且治疗体重增加缺乏有

效的方法，这对患者群体的治疗依从性和健康有重要意义。但是目前对这些体重增加的程度或

治疗缺乏可靠的预测。有研究发现个体在子宫内生活受到不利因素影响，可能导致胎儿成长受

损而晚期发展为代谢并发症。 
我们假设低出生体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体重增加的易感性。这些易感因素和环境交互作用（也

就是抗精神病药物），导致这些低出生体重的患者容易发展为肥胖。为了检验这个假说，我检

测了正常人和从未治疗的首发精神病患者以及难治性患者（主要服用氯氮平治疗-是第二容易引

起体重增加的药物，仅次于奥氮平）的出生体重与总脂肪（由体重指数和腰臀比构成），我们

的目标是检查出生体重是否调控了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患者的体重增加。 
方法 入组 49 例首发未服药组（首发组）、50 例难治性精神分裂症（难治组）和 52 例健康人

（正常组）。三组出生体重获得的方法是本人自我汇报出生体重并被父母证明是相同的体重。

收集所有参与者的人体测量数据。肥胖由体重指数和腰臀比代表。 
结果 我们以体重指数和腰臀比代表被试者身体的肥胖情况。整个样本的体重指数和腰臀比有很

强的关系（r=0.551, P=0.000）。采用多重共线性的诊断方法发现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吸

烟状态和出生体重不存在共线性（P>0.05）。 
两两相关显示只有难治组的出生体重与体重指数呈负相关（r=－0.360, P=0.010），与腰臀比也

呈负相关（r =－0.424, P=0.002）。当采用逐步回归分析纳入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性别、

吸烟状态、发病年龄、服用氯氮平的剂量和时间为自变量，体重指数和腰臀比为因变量，结果

显示只有出生体重进入方程，体重指数（t=－2.215, P=0.032）和腰臀比（t=－2.411, P=0.020）
的偏回归系数均具有显著性，低出生体重仍是肥胖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目前的研究暗示着低出生体重增加了难治性分裂症患者抗精神病药物诱导体重增加的易

感性。这有助于我们寻找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肥胖的影响因素，并且针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预

防及干预，以期提高患者的服药依从性，从而降低患者肥胖的发病率。 
  
 
PO-101 
艾司西酞普兰片联合百乐眠胶囊对慢性失眠伴焦虑抑郁的临

床观察 
 

范立明 1,张永志 1,王文婷 1,张赛 1,刘俊骞 2,田亚云 1,敦昌平 1,顾平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2.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脑功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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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观察艾司西酞普兰片联合百乐眠胶囊治疗慢性失眠伴焦虑抑郁的效果。 
方法 选取 100 例伴焦虑抑郁情绪的慢性失眠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联合治疗

组，每组 50 例，其中对照组患者单用艾司西酞普兰片进行治疗，联合治疗组患者采用艾司西酞

普兰片联合百乐眠胶囊进行治疗。两组患者按需服用右佐匹克隆。利用 HAMD24、HAMA14和

PSQI减分率比较两组患者在2周和8周末睡眠质量和焦虑抑郁情绪的疗效的差异和不良反应。 
结果 1、两组患者睡眠质量的改善:治疗 2 周末和 8 周末，联合治疗组患者的 PSQI 评分均低于

对照组(P＜0.05) 。8 周末联合治疗组失眠临床治疗总有效率（96.0%）显著高于对照组（74.0%）

(P＜0.05)。治疗 8 周末，联合治疗组停右佐匹克隆片的比率高于对照组(P＜0.05) 。 2、两组

患者焦虑情绪的改善：治疗 2 周末，对照组患者的 HAMA14 评分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联合治疗组患者的 HAMA14 评分低于治疗前(P＜0.05)。在 2 周末联合治疗组

HAMA14 评分较对照组低(P＜0.05)。治疗 8 周末时，对照组和联合治疗组患者的 HAMA14 评

分均低于治疗前(P＜0.05)；但两组患者 HAMA14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8 周末联合

治疗组患者焦虑情绪缓解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3、两组患者抑郁情绪的改善：治疗

2 周末时和 8 周末时，对照组和联合治疗组患者的 HAMD24 评分均低于治疗前(P＜0.05)；而 2
周末时两组 HAMD24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8 周末，联合治疗组

HAMD24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联合治疗组患者抑郁情绪缓解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4 不良反应发生：联合治疗组患者头痛、头晕、多汗的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联合治疗组患者恶心、口干、口苦、便秘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联合治

疗组患者不良反应的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患者(P＜0.05)。治疗前后患者血常规、肝功能均未见

异常。 
结论 联合应用艾司西酞普兰片和百乐眠胶囊治疗失眠伴焦虑抑郁效果确切，患者睡眠质量、焦

虑、抑郁情绪的改善要明显优于单用艾司西酞普兰片治疗，有助于停用镇静催眠药，且能有效

减少头晕、头痛、多汗、恶心、口干、口苦、便秘等不良反应发生。 
 
 
PO-102 

医护合作健康教育在帕金森病抑郁患者中的应用 
 

王培芝,王洪敏,刘丽 ,李英芝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了解医护合作健康教育模式对帕金森病抑郁（PD）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方法 将 116 例 PD 抑郁患者按就诊先后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58 例，两组

患者按医嘱常规药物治疗，对照组采用传统的健康教育模式，观察组患者住院期间采用医护合

作健康教育的模式对患者及家庭照料者实施健康教育，出院后每 2 周到医院复诊一次，每 2 个

月参加一次医、护、康复师共同组织的帕金森病友会。所有患者在入院时、干预 6 个月及 12 个

月均进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服药依从性评定，干预结束时进行帕金森病不安

全事件评定。 
结果 两组患者在入组时 HAMD 评分、服药依从性评定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 6、12
个月后，观察组患者服药依从性明显优于对照组，HAMD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运动功能改善，

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医护合作健康教育能够改善帕金森病患者的抑郁情绪，提高服药依从性，减少并发症，改

善运动功能，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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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3 
生物反馈联合清热疏郁方治疗功能性便秘排便障碍型肠道实

热证的临床研究 
 

刘莹,张丽娜,唐艳萍 
天津南开医院 

 
 
目的 通过对比观察三种不同治疗方法对排便障碍型便秘(FDD)肠道实热证患者的临床疗效，深

化对其发病机制的认识，为临床寻找一种更有效的、安全的治疗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1. 选取 2015-2016 在天津市南开医院消化内科就诊的便秘患者，筛选出符合肠道实热证

的 FDD 患者作为最终研究对象。 
2. 对肠道实热证 FDD 患者进行 HAMA 和 HAMD 他评量表评定，了解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

障碍。 
3. 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三组，即：基础治疗组，生物反馈组，综合治疗组。治疗疗程均为 8 周。 
 4. 比较三组治疗前后的消化道症状评分、中医症候学评分、HAMA/HAMD 他评量表评分、肛

管直肠压力测定的变化。 
 5. 对三组治疗后进行疗效评定，最后进行统计学分析及安全性评价。 
结果  1. 筛选出两年间符合功能性便秘的患者共 274 例，确诊 FDD 患者为 165 例。            筛
选出符合肠道实热证患者 92 例。 
2 .发现肠道实热证 FDD 患者有部分存在焦虑、抑郁情绪障碍。 
3. 治疗前对三组患者从性别、年龄、病程及消化道症状评分、中医症候评分以及HAMA和HAMD
他评量表评分、肛管直肠压力测定进行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4.在消化道症状评分方面：三组治疗前后相比均有统计学差异；治疗后在改善程度上：综合治疗

组>生物反馈组>基础治疗组。 
5. 在中医症候评分方面，除基础治疗组外，综合治疗组和生物反馈组治疗后较治疗前均有改善；

在改善程度上：综合治疗组显著优于其他两组，而生物反馈组与基础治疗组相比无统计学差异。 
6 .在 HAMA/HAMD 他量表评分上，三组治疗前后相比均有统计学差异。 
7 .在肛管直肠压力测定方面：综合治疗组、生物反馈组治疗后除直肠静息压无明显改善外，在

排便时直肠压力增高、肛门括约肌压力降低、直肠-肛门括约肌压力梯度增高、肛门括约肌静息

压降低均有明显改善。 
结论 1. 两年间符合功能性便秘患者中，FDD 占的 3/5 左右。其中肠道实热证是 FDD 患者的主

要中医证型。 
2 .肠道实热证 FDD 患者有部分存在焦虑、抑郁情绪障碍，说明精神心理因素在 FDD 发病中占

据了重要地位。其中女性多见，年龄多集中在 45 岁左右，病程多在 2-3 年。 
3 .综合治疗组可有效改善患者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 
 4.中药在改善中医症候、调节情志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生物反馈作为新型的行为心理疗法，

可以改善肛门直肠功能方面有一定的疗效，两者结合协同作用好，疗效突出，可减少药物的依

赖性，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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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4 

身心分层治疗及心理护理模式在综合医院的临床应用        
_以康复科为例 

 
杨俊华,周波 

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为探索和推广综合医院躯体疾病伴发心理问题或障碍在临床可操作的治疗模式。（简称：

身心治疗）。 
方法 在总结和反观从 2014 年于康复科、肿瘤科等病房尝试心身联络会诊的基础上辅以支持性

团体治疗、继而在 2015 年尝试培养心理健康护士在医院几个病房开展入院、出院和术前团体

的经验基础上，为了能持续有效地推进身心治疗模式，于今年 3 月份开始，将身心分层治疗与

心理护理相结合的方式在我院康复科作为试点病房应用。躯体疾病伴发焦虑抑郁障碍的分层治

疗由三层构成 ：第一层是量表（共四个：7 条目健康自评问卷 GAD7、9 条目健康问卷 PHQ9、
15 条躯体健康问卷 PHQ15、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PSQI，治疗依据以 GAD7、PHQ9 分值，下

同）评分为 5-9 分值者，由心理护士给予支持性的心理护理；第二层是量表分为 10-14 分者，

由心理护士给予技术性心理护理或咨询师进行心理干预；第三层是量表分≥15 分者，由患者所

在科室请心身医学专科医生会诊明确治疗方案。心理护理分为：支持性（共性）和技术性（个

性 ）两种层次。支持性心理护理（针对病房所有患者及量表分为 5-9 分者）内容主线由信息沟

通、情绪调节、团体帮助下个体化处理信息组成；主要以团体形式开展：如入院团体、出院团

体、术前团体（外科病房），同时对 5-9 分值的患者，一周后电话或面谈、必要时重新给予量

表回访，根据结果判断是否继续治疗；技术性心理护理或心理干预（针对量表分 10-14 的患者），

内容主线由激活患者资源和应用心理学技术（如放松技术、自我催眠、正念减压）组成。主要

以个别访谈、家庭访谈、或团体进行，同时一周后电话随访或重新量表评估，根据结果判断终

止心理护理或转介治疗。实施的具体流程：患者入院 24 内，管床护士用量表给予心理评估—心

身科心理咨询师出具评估结果（入病历保存）—咨询师、康复科护士和医生参与治疗（必要时

心身专科医生会诊。 
结果  ① 心理评估表结果： GAD7≥10 分， 30 %；PHQ9≥10 分，36 %；PHQ15≥10 分，

30 %；PSQI≥10 分，60 %；②患者主观感受：希望每天下午参加团体；和医生一起讨论治疗方

案；创伤后住康复科的患者家属提出希望做个别心理治疗。 
结论 在心理健康评估的基础上进行心理护理、心理干预、心身医学联络会诊分层治疗模式，填

补了 5-14 分的治疗空白，在临床具有可操作性，值得进一步探索。但是，由于对护理要求高，

参与人员很多，协调环节多，推进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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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5 

Inflammatory Common Pathway of Stress-related 
Diseases and the Novel Insight into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Jiang Chunlei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Numerous surveys confirm that we are under much more stress than before. Over 
exaggerated stress badly affects human beings. About 75~90% of common diseases, 
including the diseases of the foremost causes of morbidity, mortality and burden worldwide, 
have relation with the activation of stressful mechanism. There are various possible 
patho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the effects of stress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ress 
related diseases. Undoubtedly, there exist common pathway between series of stressors and 
so many diseases. However, the mechanisms, especially the common pathway, that link 
stress to stress-related diseases are still under debate. In recent years, inflammatory pathway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in the pathogenesis of many chronic diseases 
and there has been increasing evidence that stress can activate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in 
the brain as well as peripherally. Moreover, more and more researches have shown that 
excessive inflammation plays critical roles in the pathophysiology of the stress-related 
diseases, although the basis for this connection is not fully understood. This report focuses on 
inflammation as the common pathway for stress-related diseases,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 
representing the common soil of a wide variety of the chronic multifactorial diseases associate 
with stress. Our idea of interventions targeting stress risk factors, especially stress induced 
inflammation, may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treatment of diseases (mainly aiming at 
specific inflammatory factors), especially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mong the highly stressful 
people (mainly anti-inflammation non-specially).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81571169), 
Military Medical Research Foundation (AHJ16J001) and National Instrumentation Program 
(2013YQ19046708). 
 
 
PO-106 

改良电抽搐治疗对双相障碍患者氧化应激水平的影响 
 

吕钦谕,易正辉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分部 

 
 
目的 探讨改良电抽搐治疗（MECT）对双相障碍患者氧化应激水平的影响 
方法 选取双相障碍患者 43 例（患者组）行 MECT 治疗 6 周，同时选取健康人群 49 例作为正

常对照组。患者组在治疗前、治疗 6 周末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17 项(HAMD-17), 杨氏躁狂量表

(YMRS)和临床总体印象量表-严重程度 (CGI-S) 评估患者的疗效。并对两组外周血进行超氧化

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过氧化氢酶（catalase，CAT）、谷胱甘肽过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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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酶（glutathione peroxidase，GSH-Px）、丙二醛（malondialdehyde，MDA）含量检测，进

行组间比较及治疗前后比较 
结果 双相障碍 SOD 活性在双相障碍躁狂状态和抑郁状态均较正常人群低（P=0.004；P=0.005）；
GSH-Px 活性在双相障碍躁狂状态和抑郁状态均较正常人群高（P=0.015；P=0.000）；MDA 含

量在双相障碍躁狂状态和抑郁状态均较正常人群高（P=0.000；P=0.008），且躁狂状态高于抑

郁状态。患者组治疗前 SOD 活性较正常对照组降低（t=3.982，P＜.000），而 GSH-Px 和 MDA
水平较正常组升高（t=5.349，P＜.000；t=4.837，P＜.000）；MDA 含量在 MECT 治疗后有下

降（t=3.660，P=0.001）；MECT 治疗后双相障碍躁狂状态和抑郁状态 MDA 含量均有明显下

降（t=2.908，P=0.011；t=2.380，P=0.025），且躁狂状态下降更明显。双相障碍患者治疗前

CGI-S 评分和氧化应激指标间 Pearson 相关性结果显示 MDA 含量和 CGI-S 评分呈正相关

（P=0.035），其余氧化应激指标无相关性（P＞0.05）。 
结论 双相障碍患者存在氧化应激损伤，不同疾病状态损伤程度不同，MECT 改善疾病症状同时

使血浆 MDA 水平下降，而对抗氧化指标则没有影响. 
 
 
PO-107 

阿尔茨海默病和额颞叶痴呆患者的抑郁障碍比较 
 

王艳,李攀,张惠红,周玉颖 
天津市环湖医院 

 
 
目的 探讨阿尔茨海默病和额颞叶痴呆患者的抑郁障碍表现的异同 
方法 共纳入 57 例阿尔茨海默病（AD 组）、37 例额颞叶痴呆（FTD 组）以及年龄、性别相匹

配的 20 例健康志愿者（对照组）。应用简易智能状态检查量表（MMSE）和蒙特利尔认知评价

量表（MoCA）评价受试者认知功能，应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21 项版本评价抑郁情

绪。阿尔茨海默病的诊断符合美国神经病学、语言障碍和卒中-老年性痴呆和相关疾病学会

(NINCDS-ADRDA)中很可能阿尔茨海默病标准。额颞叶痴呆的诊断符合《额颞叶变性专家共识》

标准。HAMD 评分≥7 分：轻度抑郁；≥17 分：中度抑郁；≥24 分：重度抑郁。 
结果 AD 患者共 57 例，男性 24 例，女性 33 例；年龄 45～86 岁，平均(68.75±9.16)岁；MMSE
评分 2～26 分，平均(16.82±7.26)分。 MoCA 评分 0～23 分，平均(10.93±6.30)分。HAMD-21
评分 0～17 分，平均(3.92±3.78)分。FTD 组共 37 例，男性 13 例，女性 24 例；年龄 55～82
岁，平均（66.35±7.15）岁；MMSE 评分 3～26 分，平均（14.38±7.18）分。MoCA 评分 0～
25 分，平均(10.30±6.93)分。HAMD-21 评分 0～27 分，平均(8.65±6.11)分。健康对照组 20 例，

男性 5 例，女性 15 例；年龄 35～78 岁，平均（66.60±9.77）岁；均无认知功能障碍表现。

MMSE 评分 27～30 分，平均(29.10±0.91)分。 MoCA 评分 26～30 分，平均(28.80±1.24)分。

HAMD-21 评分 0～3 分，平均(2.00±0.86)分。三组年龄、性别比较无显著性差异。AD 组、FTD
组 MMSE 评分、MoCA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均为 P=0.000），而 AD 组与 FTD 组评分无显

著性差异。三组 HAMD-21 评分比较有显著性差异，F= 15.520, P=0.000。进一步两两比较，

AD 组、FTD 组 HAMD-21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7, P=0.000），FTD 组 HAMD-21 评

分明显高于 AD 组（P=0.004）。 
结论 AD 患者和 FTD 患者常伴有抑郁障碍，但在抑郁障碍方面又存在差异。FTD 患者较 AD 患

者更易出现抑郁，可用于鉴别。提示临床医生要关注痴呆患者的抑郁情绪，早期发现，早期治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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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8 

卒中后抑郁（PSD）大鼠外周血炎症细胞研究 
 

张璐璐 1,裴晨蒂 1,李文强 1,宋景贵 2 
1.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河南省精神病医院 

2.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本实验探讨卒中及卒中后抑郁形成过程 PSD 模型大鼠的炎症变化，有助于明确炎症对卒

中后抑郁的影响机制。 
方法 1、对动物进行评分和分组：选择无特异病原体的 10～14 周龄的 SD 雄性大鼠 140 只，

从中筛选 100 只以上作为评分均一的大鼠，随机分为 4 组：PSD 模型组，正常组，卒中组，单

纯抑郁组。除正常组外，其余各组单笼喂养，正常组不作任何处理，脑梗死组制作脑梗死模型，

单纯抑郁组制作抑郁模型，PSD 模型组制备 PSD 模型。正常组、脑梗死组和单纯抑郁组每组

10 只以上，PSD 组 30 只以上（本课题组模型成活率约为 70%）2、对卒中后抑郁模型大鼠取

外周血并进行流式细胞术检测。 
结果  1、 应激第 7 天，与卒中组相比，卒中后抑郁组大鼠体重指数增长幅度、蔗糖水偏好指

数、水平运动距离、垂直运动距离、中央格穿梭次数以及 Y 迷宫实验新异臂停留时间百分比均

减少，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与抑郁组相比，卒中后抑郁组大鼠体重指数增长

幅度无差异（ R﹥0.05），蔗糖水偏好指数、水平运动距离、垂直运动距离、中央格穿梭次数

以及 Y 迷宫实验新异臂停留时间百分比均减少，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 ； 2、
应激第 14 天，与卒中组相比，卒中后抑郁组大鼠体重指数增长幅度、 蔗糖水偏好指数、水平

运动距离、垂直运动距离、中央格穿梭次数以及 Y 迷宫实验新异臂停留时间百分比均减少，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与抑郁组相比，卒中后抑郁组大鼠体重指数增长幅度、 蔗
糖水偏好指数、水平运动距离、垂直运动距离、中央格穿梭次数以及 Y 迷宫实验新异臂停留时

间百分比均减少，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3、应激 4 周后，与正常组相比，抑郁

组和卒中后抑郁组模型大鼠外周血 CD3+ CD4+CD25+ Foxp3+ Treg 细胞水平降低，差异有显

著性（ P*＜0.05）；与抑郁组相比，卒中后抑郁组模型大鼠外周血中 CD3+CD4+ CD25+ Foxp3+ 
Treg 细胞水平降低，差异有显著性（ P#＜0.05）。 
结论 卒中后抑郁大鼠模型外周血 CD3+ CD4+CD25+ Foxp3+细胞水平降低，表明炎症对卒中

后抑郁的发生有重要的作用，同时 Treg 细胞下调参与了卒中后抑郁的发生，在卒中后抑郁的

炎性损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PO-109 

高职生手机依赖与睡眠质量、心理健康的关系 
 

黄秋平,邵田莉,谌红献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探讨高职生手机依赖与睡眠质量、心理健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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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手机依赖指数量表（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dex，MPAI）、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和大学生人格问卷（University Personality Inventory，
UPI），对 440 名高职生进行施测。 
结果 手机依赖高分组在入睡时间得分（P<0.01）、睡眠障碍得分（P<0.05）、日间功能障碍得

分（P<0.001）、PSQI 总分（P<0.001）及 UPI 总分（P<0.001）上显著高于低分组；UPI 总
分筛选出来的 A 类学生在睡眠质量及手机依赖得分上显著高于 C 类学生。UPI 总分与 MPAI 总
分（r=0.410）、PSQI 总分（r=0.397）之间呈显著正相关,手机依赖、睡眠质量及心理健康之间

呈显著相关；睡眠质量在手机依赖与心理健康之间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

值为： effectm=ab/c=0.261×0.311/0.410=0.198；中介效应解释了因变量的方差变异为

sqrt(0.255-0.167)=0.088（8.8%）。 
结论 手机依赖程度高的高职生睡眠质量较差，其心理健康状态更需要得到关注。可以通过干预

高职学生对手机的依赖，尤其减少睡前手机使用频率和时间，可改善其睡眠质量，进而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 
  
 
PO-110 
唑吡坦缓释片治疗伴失眠症状的抑郁症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俞丽华,余斌,邹圣军 ,张咏梅 

江西省心理康复中心 
 
 
目的 抑郁症伴失眠患者使用唑吡坦缓释片治疗，评估该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385 名接受艾司西酞普兰 10 mg/d 治疗的患者被随机分为唑吡坦缓释片治疗组（剂量为

12.5 mg/晚）及安慰剂组（第一阶段研究），为期 8 周；有效者（17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DRS17]
减分≥ 50%）继续进行为期 16 周的双盲治疗（第二阶段研究）；艾司西酞普兰仅使用 2 周，作

为清洗期。主要测量指标是与基线状态相比，观察主观睡眠时间的改变；次级测量指标包括主

观睡眠-出现潜伏期，觉醒次数，睡眠出现后觉醒的时间，睡眠质量，第二天与睡眠有关的功能，

HDRS17, 睡眠影响量表，失眠治疗的患者和总体印象量表，马萨诸塞综合医院认知和身体功能

问卷，生活质量和满意度问卷。记录整个研究中出现的不良事件，在清洗期同样对睡眠进行观

测。 
结果 在第一阶段，唑吡坦缓释片能提高睡眠时间 (P < .0001), 对进入睡眠状态后的觉醒时间，

睡眠出现潜伏期，觉醒次数，睡眠质量也有改善(P ≤ .0003)，对第二天与睡眠相关的一些功能

有所助益，但对抑郁症状或生活质量无改善。研究的第二阶段，唑吡坦缓释片/艾司西酞普兰组，

总睡眠时间改善（特别是在 12 周和 16 周明显[P < .05]），在其他一些次级测量指标中也有进

步，但对抑郁症状或生活质量无改善。联合治疗最常见的不良事件是恶心，嗜睡，口干，头晕，

疲乏和遗忘。 
结论 对于抑郁症患者，在 24 周研究中，唑吡坦缓释片与艾司西酞普兰合用，耐受性良好，并

且可以改善失眠症状以及第二天与睡眠有关的功能，但是不能增强艾司西酞普兰的抗抑郁效果。 
  
 
PO-111 

抑郁症患者自传体记忆研究进展 
 

黄志勇 1,2,王国强 2 
1.皖南医学院 

2.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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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了解国内外抑郁症患者自传体记忆的研究进展，帮助进行下一步的研究工作。 
方法 采用文献研究法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整理文献内容获得相关研究进展。 
  
结果 自传体记忆，是关于人所经历的生活事件记忆，被认为是“活”的记忆，对自传体记忆的研

究具有较好的生态学效应。过度概括化自传体记忆（OMG）是指个体在回忆与自我相关到的事

件时缺乏具体细节，倾向于回忆那些反复的、类别化的事件。过度概括化自传体记忆是抑郁症

患者一种稳定的认知特征，它在抑郁症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抑郁症患者中

药物作用对自传体记忆功能的影响研究较少，推测由抗抑郁药引起的神经元变化可能会影响这

个人群的认知表现。人们对抑郁症患者的过度概括化自传体记忆大多数停留在行为学的研究上，

对其神经机制的研究甚少。近些年来，随着 fMRI 技术的发展，国内外出现了一些关于自传体记

忆的脑机制研究，人们利用静息态 fMRI 对静息态下抑郁症患者的脑功能改变情况的研究已成

为热点。 
结论 抑郁症患者基础阶段过度概括化自传体记忆水平能预测未来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关于过

度概括化自传体记忆的产生，有研究认为沉思在维持过度概括化自传体记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通过改善抑郁个体的 OGM 水平就可能缓解抑郁症状。一些研究者认为沉思是抑郁发作的重要

易感因素,可以促使或加剧抑郁的发生，并导致抑郁症状的持续。已有研究认为过度概括化自传

体记忆是抑郁症发病的易感因素，在抑郁症的发病、维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国内的研究也表

明抑郁症患者默认模式网络的脑功能异常与过度概括化自传体记忆存在密切的相关。未来的研

究可以探索通过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的方法，改善抑郁症患者的自传体记忆，从而缓解抑郁症

严重程度。 
  
 
PO-112 

新疆汉族、维吾尔族与哈萨克族卒中后抑郁患病影响 
因素研究 

 
祁鸣,谢靖,张桂青,张瑞春 ,时若欢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调查卒中后抑郁（PSD）患病的民族差异性，并探讨种族差异是否影响 PSD 的患病。 
方法 以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9 月间在新疆石河子市某三甲医院及乌鲁木齐市某三甲医院收

治的 666 名脑卒中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入院后一周符合 PSD 诊断的分为 PSD 组，不符合的分

为非 PSD 组。收集研究对象的社会人口学资料及疾病相关资料，进行组间基线差异比较，将结

果 P＜0.1 者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确定 PSD 患病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果 ①666 名脑卒中患者中，汉族 PSD 患病率(30.5%)显著高于维吾尔族(22.5%)和哈萨克族

(16.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3.944, P =0.047；χ2=10.342, P =0.001）；维吾尔族和哈

萨克族 PSD 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163, P =0.141）。②维吾尔族（OR=0.336, 95% 
CI:0.173~0.650, P=0.001）和哈萨克族（OR=0.228, 95% CI:0.119~0.434, P＜0.001）与 PSD
患病呈负相关；而年龄＜60 岁（OR=4.435, 95% CI:2.562~7.677, P＜0.001）、有抑郁史

（ OR=2.647, 95% CI:1.363~5.141, P=0.004 ） 、 入 院 时 ADL 依 赖 （ OR=1.797, 
95%CI:1.184~2.726, P=0.006）与 PSD 患病呈正相关。 
结论 汉族人群中 PSD 的患病率显著高于维吾尔族及哈萨克族，年龄＜60 岁、有抑郁史、入院

时 ADL 依赖为 PSD 患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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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3 
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对焦虑症患者血清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

和 γ-氨基丁酸浓度影响的研究 
 

陈琪 1,徐乐平 1,李宁 1,程祺 1,周先举 2,宋梓祥 1 
1.常州市解放军第 102 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治疗对焦虑症患者的血清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BDNF）和

抑制性神经递质 γ-氨基丁酸 （GABA）的影响。 
方法 对 28 例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3 版诊断标准的焦虑症患者，给予低频

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治疗天数 10 天，中间间隔两天休息。于基线及治疗末，分别测定患者的

血清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BDNF）浓度和抑制性神经递质 γ-氨基丁酸 （GABA）水平，并评

定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 
结果 （1） 相比治疗前，治疗后患者汉密尔顿焦虑量表的评分有着明显的下降（21.45±7.15 vs. 
8.77±6.46， P=0.000），且血清 BDNF 浓度和 GABA 水平均有显著升高（246.10±278.66 vs. 
714.26±804.77 pg/ml， t=2.44, P=0.028; 2.15±0.52 vs 3.40±1.06 ng/ml；t=6.65,P=0.000）。

（2）Pearson 相关性分析揭示了焦虑症状的评分下降和血清 BDNF 浓度以及 GABA 水平的增

加有着显著相关性（r=-0.61 P=0.002; r=-0.57, P=0.012），且血清 GABA 的水平升高相关于血

清 BDNF 浓度的升高 (r=0.53, P=0.003)。 
结论 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改善焦虑症症状可能是通过提升脑内 BDNF 水平，进而促进脑内

GABA 释放来实现。 
  
 
PO-114 

功能性消化不良伴抑郁患者 IL-6 和 TNF-α水平变化及 
临床意义 

 
刘洪娜,苏少慧,胡义亭,王玉珍 

河北省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研究 FD 患者血清 IL-6、TNF-α 水平变化及其与抑郁程度的相关性，探讨血清 IL-6、
TNF-α 在合并轻中度抑郁的 FD 患者发病过程中的作用及可能机制。 
方法 选取符合 RomanⅢ诊断标准的 FD 患者，经 HAMD 评分，分为轻中度抑郁及无抑郁两组。

合并轻中度抑郁的 FD 患者为观察组，共 45 例。无抑郁 FD 患者为对照组，共 45 例。对所有

入组患者进行消化不良症状评分, 采用 ELASA 方法检测 IL-6 及 TNF-α 水平。 
结果 1 观察组与对照组性别构成比、年龄、BMI 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2 观察

组 HAMD 评分为[26(10)]分，高于对照组[5(2)]分，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 观察

组消化不良症状评分为(10.47±1.66)分，高于对照组(6.13±1.49)分，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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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观察组血清 IL-6 水平(13.70±4.14)pg/ml，显著高于对照组(4.19±1.35) pg/ml，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5 观察组血清 TNF-α 水平(1.94±0.47)pg/ml，高于对照组(1.26±0.42) 
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6 消化不良症状评分与 HAMD 评分呈正相关(P＜0.01)；
血清 IL-6 水平与 HAMD 评分呈正相关(P＜0.01)；血清 TNF-α 水平与 HAMD 评分无明显相关

性(P＞0.05)。7 血清 IL-6 水平与消化不良症状评分呈正相关(P＜0.01)；血清 TNF-α 水平与消

化不良症状评分无明显相关性(P＞0.05)。 
结论 1.FD 伴抑郁患者血清 IL-6、TNF-α 水平升高, 推测 IL-6、TNF-α 作为中间介质在发病中

发挥重要作用。2.IL-6 参与 FD 的发生， IL-6 与 FD 抑郁程度呈正相关。 
 
 
PO-115 

Pilot Study of regulation of DNA methylation on 
Mongolian mind-body interactive psychotherapy in 

chronic insomnia 
 

Arlud Sarnai,He Nagonbilig,Wuyun Siriguleng 
International Mongolian Hospital of Inner Mongolia 

 
 
Abstract: Mongolian mind-body interactive psychotherapy is group therapy which is based on 
concept of Mongolian medicine theory. It works on multiple psychosomatic diseases. 
Psychotherapy as a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is unclear. In recent 
years, epigenetics has become an emerging discipline, unchanged in the primary structure of 
genome, environmental factors can change the genetic information, and this information is 
heritable, mainly related to DNA methylation, histone modification and RNA encoding 
regulation, this study intends to explore methyl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provide 
the basis for variation of DNA methylation through Mongolian mind-body interactive therapy. 
Methods: 30 patients who used the Mongolian mind-body interactive therapy, by comparing 
the Pittsburgh score before and after, pick up 4 of them, extract DNA from whole blood of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for Reduced Representation Bisulfite Sequencing(RRBs 
sequencing). Results: There are 1927 sites have significant DNA methylation changes, of 
which 296 sites are in promoter region, and there are 189 sites in promoter region have down 
regulated. Of which 14 promoter regions had down regulated more than 2 folds: MFGE8, 
PTHLH, CEP95, SIM1, RTN2, GALNTL6, GSX1, HOXC8, ATXN7, THOC7, UBXN2A, PRR14, 
and two non-coding RNA(LOC256880, BASP1-AS1); 11 promoter regions had up regulated 
more than 2 folds: HDAC4, TMEFF2, SMIM7, KDR, MFSD7, ASCL1, GALR1, LRCOL1, 
CARD9, RNF126, and one non-coding RNA(CASC15). And HDAC4 is coding gene of histone 
deacetylase 4, therefore, histone modification might involved in regulated by therapy. 
Conclusion: in this pilot study, Mongolian mind-body interactive psychotherapy might through 
DNA methylation, as well as histone to regulate during therapy, and further we will verify the 
function of methylation in promoter region, for understand role of DNA methylation in 
Mongolian mind-body interactive psych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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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6 

不同程度抑郁症患者的功能失调性态度研究 
 

周莉娜,王高华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贝克抑郁认知模式认为，抑郁症患者存在一种潜在的、较稳定的心理特征，即功能失调性

态度，可反映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偏差。本研究通过比较正常对照者、轻度、中重度抑郁症患者

的功能失调性态度量表评分差异，探究即抑郁症严重程度与其认知偏差的关系。 
方法 纳入正常对照组、轻度抑郁症组、中重度抑郁症组三组被试进行研究。轻度抑郁症患者满

足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大于等于 7、小于 20，中重度抑郁症患者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大于

等于 20。分别对三组被试进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以

及功能失调性态度量表（DAS）的评分，使用方差分析比较各组之间的差异。 
结果 纳入的正常对照组共 21 例，平均年龄（22.33±1.20）岁，HAMD 评分（2.24±1.26）分，

HAMA 评分（1.67±0.80）分，DAS 评分（117.05±31.23）分；纳入的轻度抑郁症患者共 26 例，

平均年龄（22.96±7.39）岁，HAMD 评分（11.88±4.32）分，HAMA 评分（4.56±2.08）分，DAS
评分（136.20±26.40）分；纳入的中重度抑郁症患者共 28 例，平均年龄（23.23±7.31）岁，

HAMD 评分（25.50±5.19）分，HAMA 评分（10.08±4.29）分，DAS 评分（166.46±31.14）分，

三组之间年龄无统计学差异（F=0.124，p=0.883），HAMD 评分（F=192.851，p<0.001）、

HAMA 评分（F=52.180，p<0.001）、DAS 评分（F=16.807，p<0.001）均存在组间差异，对

HAMD 评分、HAMA 评分、DAS 评分两两比较结果显示，中重度抑郁症患者均高于正常对照组

和轻度抑郁症患者组，轻度抑郁症患者组均高于正常对照组。在 DAS 因子分分析中，结果显示

中重度抑郁症患者 DAS 八项因子分均高于正常对照组和轻度抑郁症组，而轻度抑郁症组较正常

对照组表现为寻求赞许、依赖性两项因子较高。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DAS 评分与 HAMD
评分（r=0.585，p<0.001）、HAMA 评分（r=0.448，p<0.001）均存在正相关关系，DAS 八项

因子分与 HAMD 评分均存在正相关关系（p<0.05）。 
结论 抑郁症患者认知偏差与其抑郁症严重程度有关，提示临床在纠正抑郁症患者认知偏差时应

以缓解抑郁症严重程度为前提。 
  
 
PO-117 

青年抑郁症患者脑默认网络功能连接研究 
 

操军 1,陈小容 2,况利 1,2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目的  探青年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患者脑默认网络静息态功能连接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RSFC）模式的改变。 
方法  收集 53 例青年抑郁症患者（MDD 组）及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相匹配的 47 名健

康对照者（HC 组）的一般人口学资料，进行相关临床量表评估；同时采集两组被试的大脑静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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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功能磁共振（rs-fMRI）数据。将脑默认网络的关键脑区后扣带回（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作为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采用基于种子点的功能连接（seed-based FC）

的分析方法探讨两组间脑默认网络内功能连接的改变情况，并将功能连接差异脑区与临床量表

评分之间行 Pearson 相关分析。 
结果  MDD 组的 HAMD 评分显著高于 HC 组（t=1.131，P=0.036），基于 PCC 为种子点的功

能连接分析发现，与 HC 组相比，MDD 组 PCC 与左侧额上回内侧（left superior frontal gyrus，
L-SFG-Med）、左侧额中回（left middle frontal gyrus，L-MFG）、左侧顶上回（left superior 
parietal gyrus，L-SPG）和右侧楔前叶（right precuneus，R-PCUN）的功能连接增强；此外，

MDD组PCC与左侧额上回（PCC-SFG_L）的功能连接值与HAMD评分之间呈正相关（r=0.31，
P=0.024）。 
结论  脑 DMN 的功能连接增强介导了 MDD 的病理过程，是其产生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和潜在

的脑影像学标记。 
 
 
PO-118 

惊恐障碍患者自动加工的事件相关电位研究 
 

常翼,李瑞莹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以往惊恐障碍的脑功能研究多集中在对外部信息的反应，但惊恐障碍的临床表现主要有心

悸、气短等躯体内在感觉不适，因此以外界信息作为刺激的研究范式并不能确切反映惊恐障碍

发病特点及机制。内感知敏感性与焦虑状态、焦虑障碍的产生和维持密切相关，在内感知中以

心跳知觉最具代表性。本研究拟采用心跳声音作为刺激材料模拟人体心跳知觉探索惊恐障碍患

者对躯体内部感觉信号是否存在信息自动加工异常。 
方法 PD 组 15 人，GC 组 16 人，实验采用 Reverse-oddball 范式，全程记录研究被试的 ERP
波，实验完成后提取 MMN。分析两组被试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17）、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I）、艾森克人格问卷（EPQ）评分是否有组间差异；

两组被试自然声音或心跳声音刺激引出的 MMN 平均波幅及潜伏期是否存在差异；惊恐障碍组

自然声音或心跳声音刺激引出的 MMN 平均波幅与 HAMA、HAMD、惊恐障碍严重程度量表、

STAI、惊恐相关症状量表、EPQ 评分是否有相关性。 
结果 1.PD 组 HAMA、HAMD、STAI、、神经质 EPQ-N 评分高于 GC 组。PD 组内外向 EPQ-
E 评分低于 GC 组。PD 组精神质 EPQ-P 评分与 GC 组无差异。 
2．MMN 波幅分析：GC 组自然声音刺激可诱发 MMN，PD 组未诱发 MMN；GC 组的心跳声音

未诱发 MMN，但 PD 组可在额区、中央区引出 MMN。PD 组与 GC 组 MMN 平均波幅组间效

应未见统计学差异。额区和中央区 MMN 波幅高于顶区。post-hoc 检验显示自然声音刺激下两

组组间效应呈边缘显著；PD 组 MMN 平均波幅小于正常对照组；心跳声音刺激下两组组间效应

呈边缘显著，PD 组 MMN 平均波幅大于 GC 组。 
3.MMN 潜伏期：PD 组与 GC 组间效应统计学差异呈边缘显著；PD 组 MMN 潜伏期长于 GC
组。post-hoc 显示额区右半球及中央区中半球组间效应具有统计学差异。 
4.相关分析：PD 组心跳声音引出的 MMN 潜伏期与 HAMD 呈正相关。 
结论 1.在自然声音刺激下，GC 组可诱发显著 MMN，但 PD 组 MMN 缺失；在心跳声音刺激刺

激下，GC 组未诱发 MMN，但 PD 组于额、中央区诱发显著 MMN。 
2.惊恐障碍患者对心跳声音前注意加工增强，对自然声音前注意加工减弱，且在额区和中央区

更显著。惊恐障碍患者内部信息刺激加工增强，符合线索竞争理论。 
3.惊恐障碍组前注意自动加工速度减慢，与患者的抑郁量表评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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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9 

神经内科门诊躯体症状障碍患者临床特点分析 
 

耿张燕,王培芝,王铭维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总结综合医院神经内科门诊诊断为躯体症状障碍患者的临床症状特点并进行相关性分析。 
方法 选择自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5 月我院神经内科门诊符合 DSM-5 中躯体症状障碍患者

199 例，收集患者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一般资料，以及临床症状。采用汉密尔顿焦虑抑

郁量表筛查患者焦虑抑郁症状，其中 HAMA14>7 分为异常，HAMD24>8 分为异常；HRV 分析

采用短程（5 分钟）心率变异性分析；对 HAMA14、HAMD24、HRV 进行两变量相关性分析。 
结果 ①199 例患者中女性 141 例(70.85%)，平均年龄为（50.47±15.29）岁,受教育程度在初中

及以下者 127 例（63.82%）。②临床表现可涉及多个系统，可同时出现多种症状，主要表现为

神经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症状。③HAMA14≥7 分共 191 例(95.98%)，HAMA14平均为

(15.38±4.65)分；HAMD24：HAMD24≥8 分共 185 例(92.96%)，平均为(14.87±4.71)分。心率变

异性分析:SDNN 中度降低（SDNN<100 ms）42 例（21.11%），明显降低（SDNN<50 ms）
130 例(65.33%)；LF/HF 未在参考值（1.5-2.0）范围内的有 169 例（84.92%）。④两变量相关

性分析：HAMA14、HAMD24两变量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 γ 为 0.67。HAMA14与 HRV 中各

指标（SDNN、RMSSD、PNN50、LF/HF）无显著相关性，HAMD24与 HRV 中各指标（SDNN、

RMSSD、PNN50、LF/HF）无显著相关性。 
结论 就诊于神经内科门诊的躯体症状障碍患者临床症状表现多样，涉及多个系统，大部分伴有

睡眠问题。绝大部分患者伴有焦虑抑郁症状且二者呈正相关。躯体症状障碍患者存在迷走神经

与交感神经失衡。综合医院医生注意识别该疾病，正确诊治。 
 
 
PO-120 

《疾病行为评估量表》中文版初步修订 
 

王东方,邓云龙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目的 在大学生样本中检验疾病行为评估问卷的信度与效度。并探索该量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

因素结构。 
方法 以疾病行为评估量表、疾病态度量表为研究工具，对 723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在两

周后抽取 75 名大学生进行重测。 
结果 经过项目分析与探索性因素分析后，删除了 2 个条目，剩余的 23 个条目，抽取了 5 个公

因子。累计贡献率为 56.14%。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数据拟合良好，效标效度显示该量表总分以

及五个分量表与疾病态度量表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总量表以及五个分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在

0.61～0.88 之间。重测信度为 0.78。 
结论 疾病行为评估量表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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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1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日间嗜睡与失眠的 
相关性分析 

 
李哲,秦丽霞,陆巧,周波 

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患者中主客观日间嗜睡和失眠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 405 例 OSAHS[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HI）≥5 次/小时]患者，平均年龄

（44.8±12.0）岁，男性 338 例（83.5%）。均完成日间多次睡眠潜伏期测试（MSLT），并填

写早晨问卷、失眠严重指数量表（ISI）和 Epworth 嗜睡量表（ESS）。依据 AHI 将患者分为轻

度 OSA 组（5～＜15 次/h）、中度 OSA 组（15～＜30 次/h）、重度 OSA 组（≥30 次/h）。按

照 ESS 评分分为主观嗜睡组（ESS>10 分，158 例）和主观无嗜睡组（ESS≤10 分，247 例）。

按照平均睡眠潜伏期（MSL）分为客观嗜睡组（MSL≤10min，295 例）和客观无嗜睡组

（MSL>10min，110 例）。比较主/客观不嗜睡组与主/客观嗜睡组的睡眠结构、日间嗜睡、失眠

症状。 
结果 轻、中、重度 OSA 组中，ISI＞7 分、14 分及 21 分的患者所占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与主/客观不嗜睡组相比，主/客观嗜睡组体质指数（BMI）、ESS 评分较高，平均日间睡眠潜伏

期（MSL）、睡眠潜伏期（SL）缩短，总睡眠时间（TST）增加，1 期睡眠（N1）百分比增加，

2、3 期睡眠（N2、N3）百分比减少，AHI、微觉醒指数升高，最低血氧饱和度降低，主观 TST
增加，主观 SL 缩短（均 P<0.05）。主观嗜睡组 ISI 评分较高，客观嗜睡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逐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客观嗜睡与 AHI、主观觉醒次数、睡眠效率、ESS 评分负相关，

与客观 SL、ISI 评分正相关（均 P<0.05）。主观嗜睡与 N1 期睡眠、ISI 评分正相关，与最低血

氧饱和度、MSL 负相关（均 P<0.05）。 
结论 客观嗜睡的患者 OSAHS 严重程度更高，失眠症状较轻。主观嗜睡的患者夜间低氧及失眠

症状更严重。 
 
 
PO-122 
电针“合谷”、“大肠俞”对慢性内脏痛大鼠肠道敏感性和结肠

NMDA 的影响 
 

李凯歌,任晓暄,谭莉华,李晓泓,蓝莹,吴艳英,郭孟玮,王珊 
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学院 

 
 
目的 比较电针“合谷”和“大肠俞”穴对慢性内脏痛模型大鼠肠道敏感性和结肠 NMDA 的影响，探

讨电针不同穴位对缓解慢性内脏痛的部分作用机制。  
方法 选取肠易激综合征（IBS）为慢性内脏痛动物模型。采用 wistar 新生大鼠制备模型，随机

分为：空白组、模型组、电针合谷组、电针大肠俞组，造模成功后，空白组、模型组不做处理，

电针组给予相应电针治疗 20 分钟，隔日 1 次，共 5 次。治疗结束后，采用腹部回撤反射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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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进行内脏敏感性评估，观察潜伏期、收缩波个数和起始波压力值；并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

测结肠 NMDA 受体亚基 NR1 和 NR2B 免疫反应物的表达情况。 
  
结果 与空白组相比，模型组大鼠潜伏期明显缩短（P<0.01），收缩波个数明显增多（P<0.05），
起始波压力值明显降低（P<0.05）；结肠 NR1 和 NR2B 的免疫阳性表达水平明显增强（P<0.05，
P<0.01）。与模型组相比，电针组大鼠潜伏期均延长（P<0.05，P<0.01），收缩波个数均减少

（P<0.05，P<0.01），电针大肠俞组起始波压力值明显升高（P<0.05）；电针组结肠 NR1 和

NR2B 的免疫阳性表达水平明显减弱（P<0.05，P<0.01）。与电针合谷组相比，电针大肠俞组

结肠 NR2B 的免疫阳性表达水平减弱（P<0.05）。 
结论 电针合谷和大肠俞穴均可下调结肠 NR1 和 NR2B 的含量，降低大鼠的内脏敏感性，进而

缓解疼痛，且电针大肠俞穴对结肠 NR2B 的调节作用佳。 
  
 
PO-123 
北京某三甲医院 155 例儿童住院病人精神科会诊病例分析 

 
王芳,张纪水,闻芳,李延,王爱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了解儿童综合性医院精神科会诊分布情况，探索针对儿童的精神科联络会诊要求.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4 月半年间北京儿童医院邀请精神科会诊患者 155 例，对其

人口学资料、会诊原因、精神科诊断和处理进行分析。 
结果 消化科（60%）、神经内科（27.7%）是提出精神科会诊较多的科室。常见的会诊原因是

医学难以解释的躯体不适症状（66.4%），包括腹痛（75.7%）、头痛（13.5%）等；其次为精

神症状（8.4%）。精神科诊断包括儿童情绪及行为障碍（54.8%）、躯体化障碍（12.9%）、分

离转换障碍（6.5%）、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5.8%）等。针对儿童的处理意见多以心理支持

为主（92.3%）。 
结论 精神科联络会诊涉及各个科室，儿童情绪和行为障碍、躯体化障碍、分离转换障碍是住院

儿童患者常见的会诊原因，需要进一步加强联络会诊服务。对于儿童还需要加强心理治疗服务。 
 
 
PO-124 

患者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水平与药物治疗之间的关联 
 

叶飞,肖文焕,詹琼琼,唐小伟,张晓斌 
江苏省复员退伍军人精神病医院扬州五台山医院 

 
 
目的 大量的证据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大脑区域细胞能量代谢和血液流动的变化有关。血管内

皮生长因子(VEGF)是一种与血管生成过程有关的重要因素，它也是一种神经营养因子，越来越

多的证据表明它在神经精神疾病的发病机制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此，我们比较了首发未

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FEP)和长期服药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血清 VEGF 水平，并探讨血清

VEGF 和精神分裂症临床症状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 
方法 根据入组标准和排除标准，使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来评定精神症状，符合入组

条件的患者分别为 FEP 患者( 46 例) 和长期服药精神分裂症患者( 47 例)，同时招募相匹配的

正常对照组（50 例）。采用 PANSS 评定 FEP 患者和长期服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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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 FEP 患者、长期服药精神分裂症患者组和正常对照组的血清 VEGF
水平并进行比较。 
结果 相比正常对照组和长期服药精神分裂症患者组，FEP 组的 VEGF 水平显著降低。而长期

服药精神分裂症患者 VEGF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此外,两组患者组的血清 VEGF 水平与

PANSS 阴性症状分有显著相关性。然而，FEP 组和长期服药精神分裂症患者组的血清 VEGF
水平和临床精神疾病的严重程度都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结论 总的来说，在 FEP 患者中血清 VEGF 水平显著下降，而长期服药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中

VEGF 水平则显著增加。血清 VEGF 水平的增加可能与疾病进展以及抗精神病药物的治疗有关。

另外，血清 VEGF 水平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PANSS 阴性症状呈正相关。因此，虽然我们不能

排除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对血清 VEGF 水平的影响，但在伴有阴性症状的精神

分裂症患者中，VEGF 水平增加。FEP 患者组血清 VEGF 水平的下降表明，不平衡的神经营养

因子可能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有关，但是，长期服药患者血清 VEGF 水平的增加可能与药物或

其他与疾病进展有关的因素有关。 
 
 
PO-125 
品管圈管理在缩短三级综合医院心身病房出院病案归档时间

的应用效果观察 
 

李佳 
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品管圈管理在缩短出院病案归档时间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我科 2016 年 10 月出院病案 258 份为对照组，同年 12 月出院病案 266 份为观察组，

经现状把握，目标设定，分析原因，制订对策并应用，比较两组病案平均归档时间。 
结果 将品管圈管理应用于缩短病案归档时间后，对照组平均病案归档时间为 9.0±3.6 天，观察

组平均病案归档时间为 6.4±2.1 天，改善幅度为 2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 品管圈管理缩短了病案归档时间，提高了医务人员服务质量，同时使科室人员团结协作积

极参与病房管理的精神得以提高。 
  
 
PO-126 

正念减压疗法对身体意象的影响研究 
 

张天然 1,郗浩丽 2,范青 1,张海音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2.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目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身体的重视程度也愈发加大，现代人群普遍存在对于自我身体的

满意度较低，身体意象知觉偏差甚至是障碍的现象。而越来越普遍的进食障碍等心身疾病与消

极的身体意象之间也有着紧密的联系。本研究希望通过考察正念减压疗法对身体意象的影响，

成为进一步探讨改善与身体意象相关的进食障碍等心身疾病的干预与治疗的先导性研究。 
方法 采用单因素组间设计，随机分配 17 名女大学生分别进入干预组与对照组。干预组接受 8
周的正念减压疗法(MBSR)，对照组线上组建支持小组，不做其他干预。采用五因素正念度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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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MQ)测量正念水平，多维自我身体关联调查问卷(MBSRQ)测量身体意象水平。并在干预前

后对干预组成员进行 30-45 分钟的访谈，对访谈内容进行质性研究。 
结果 在基线水平两组的正念水平与身体意象水平均无显著差异，8 周后干预组在前后测中正念

水平的改变(p < 0.05)有显著性差异，身体意象水平的改变(p < 0.05)也有显著性差异，而对照组

均无显著差异。并且干预组与对照组在 8 周后的正念水平及身体意象水平上均表现出了显著差

异(p < 0.05)。同时质性研究分析表明，MBSR 对于身体意象的干预效果主要来自于思维模式、

态度、感知觉察能力、情绪管理能力以及躯体的改变。 
结论 正念减压疗法可以显著提升正念水平和身体意象水平。增强参与者的觉知能力，摆脱过去

的行为模式，专注于当下地行动，对此时此刻的情绪、思维和行为有更清晰的觉知。帮助参与

者更客观地认识和面对自己的身体外貌，并作出准确的评估，对于自己的身体的接纳度更高，

并有着适度的关注和生活的更健康的倾向。正念减压疗法对身体意向的改善结果对这一领域的

研究是一个好的启示，今后将正念减压疗法应用于进食障碍等心身疾病的临床实践值得进一步

的研究与发展。 
 
 
PO-127 
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社会心理因素分析及其肝郁脾虚证的治

疗研究 
 

郝旭雯,汤博,魏晓东,唐艳萍 
天津南开医院 

 
 
目的 深化认识 IBS-D 的临床特点，并通过对比观察不同治疗方法对 IBS-D 肝郁脾虚证患者的

临床疗效，探讨 IBS-D 的可能发病机制，为临床寻找其最有效治疗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本课题的受试对象均来源于天津市南开医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门诊及住院慢性

腹泻患者。经过筛选，选择符合 IBS-D 纳入标准的患者 130 例作为最初研究对象，通过填写一

系列量表进一步认识 IBS-D 的临床特点。并将符合研究条件的患者进行中医辨证，选取最常见

的肝郁脾虚证，随机分为西药组、中药组和中西医结合组，治疗后对各种指标进行统计评价，

观察各组疗效。 
结果 1.IBS-D 病程长，迁延难愈，好发于文化程度较高、非体力劳动的中青年人群，且以女性

多见。部分患者有家族聚集倾向或既往急性肠道感染病史。其常见诱发因素包括饮食不节、着

凉、劳累过度、情绪波动等。腹痛性质以胀痛为主，多在左下腹部，具有便后缓解的特点。大

便性状经常为糊状或水样。 
2.三组治疗后消化道症状积分、中医症候积分与治疗前比较均有不同程度改善，且三组疗效存

在差异。在改善焦虑及抑郁方面，西药组治疗前后相比积分有所改善，但差异不显著，中药组

及结合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显著。在 IBS-IQL 量表积分变化方面，三组在行为障碍、健康担忧

两个维度方面治疗前后比较具有明显差异，而结合组在改善生活质量的范畴更为突出。三组治

疗均能有效降低患者血清 5-HT 含量，有效改善口盲传输时间，与治疗前比较统计学差异显著。

在改善肠道吸收 D-木糖方面，西药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不显著，中药组及结合组治疗前后比较

差异显著。疗效评定方面：从西医症状疗效评定分析，结合组＞中药组＞西药组；从中医症候

疗效评定分析，结合组、中药组优于西药组。 
结论 三组治疗均能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在改善肠道动力方面痛泻要方不及曲美布汀，然而

痛泻要方能有效缓解焦虑、抑郁情绪障碍，显著改善肠道吸收功能；中药、西药合用后，优劣

互补，增强疗效，比单用中药、西药治疗更有优势，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其他两组，值得临床进

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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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8 

综合医院临床心理科 1050 例会诊患者特征分析 
 

李勇 1,贺丹军 1,李英辉 2,吴玉琴 1,王昊飞 1,丛晓银 1 
1.江苏省人民医院 

2.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 探讨综合医院临床心理科联络会诊分布和患者临床特征。 
方法 收集某大型三甲综合医院临床心理科 2 年联络会诊病例 1050 例，完成临床调查问卷和 90
项症状自评量表，使用 SPSS20.0 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会诊病例最多分布在心内科 479 例(45.6%) ，其次为急诊科 98 例(9.3%)、内分泌 91 例

(8.7%) 、肝脏外科 66 例(6.3%)、风湿科 63 例(6.0%)、肾脏科 62 例(5.9%)、消化科 47 例

(4.5%)；男女比例：41：59。患者年龄分布以 65 岁以上 388 例(37.0%)和 55～64 岁 272 例

(25.9%)为多；会诊主要原因为焦虑症状 406 例（38.7%）、抑郁症状 228 例（21.7%）、失眠

135 例(12.9%)、精神病性症状 132 例 (12.6%)既往有精神障碍史而目前无明显症状者 66 例

(6.3%)和呕吐 64 例（6.1%）等；会诊诊断主要包括焦虑状态 368 例（35.01%）、抑郁状态 213
例（20.3%）、谵妄状态 144 例（13.7%）、急性应激反应 64 例(6.1%)等；会诊组患者的 90 项

症状量表总分(199.88±88.07 VS 132.65±35.52)、躯体化（2.02±0.08 VS 1.53±0.48）、强迫

(2.42±0.83 VS 1.67±0.51)、人际关系敏感（2.18±0.90 VS  1.52±0.48）、抑郁(2.38±0.93 VS 
1.45±0.45)、焦虑(2.40±1.07 VS 1.45±0.47)、敌对(2.14±0.90 VS 1.53±0.55)、恐怖(1.91±0.90 
VS 1.24±0.38)、偏执（1.95±0.84 VS 1.32±0.42）、精神病性(1.99±0.79 VS 1.34±0.39)和寝食

状况因子分(2.37±0.82 VS 1.71±0.61)均高于正常对照组。 
结论 综合医院申请临床心理科会诊科室分布不均，联络较多、医生对心理症状了解多的科室申

请会诊较多；会诊患者负面情绪症状较为明显，主要会诊原因为焦虑症状、抑郁症状，提示临

床医生对患者负面情绪的识别率有提高趋势。 
 
 
PO-129 

疾病行为评估量表中文版初步修订 
 

王东方,邓云龙,李锐,刘 慧 琴,梁 妍 琦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目的 “疾病行为”（illness behavior IB）一直是精神病学研究的热点，它囊括病人应对疾病所表

现出来的各个方面的行为。 虽然对“疾病行为”研究的量表很多，但其研究主要集中在“疾病行为”
的认知与情感方面，而对具体的“疾病行为表现”概述不全，因此 Rief 等人编制了“疾病行为评估

量表”（Scale for the Assessment of Illness Behavior SAIB）用来描述疾病行为。25 个项目的

SAIB 被分成 5 个纬度（验证诊断行为、表达症状行为、药物与治疗行为、“疾病”导致的行为后

果、对健康的关注行为）。有学者认为在“疾病行为”评估方面 SAIB 可能比 IBQ 更具优势。我国

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疾病认知、归因等层面，而对具体的“疾病行为”较少涉及。引进这一量表，

能为之后研究“疾病行为”提供更有效、全面的测评工具。因此我们选定在大学生样本中检验疾病

行为评估问卷的信度与效度。并探索该量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因素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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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以疾病行为评估量表、疾病态度量表为研究工具，对 723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在两

周后抽取 75 名大学生进行重测。统计分析采用 spss 20.0 和 Amos 21 对收集到的量表进行数

据分析。采用条目临界比率值（CR 值）与同质性检验来进行项目分析。之后将数据采用随机数

字表的方式，随机分为两组，样本 1 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EFA），样本 2 采用验证性因子分

析（CFA）检验量表的结构效度。用 person 相关系数考察效标效度以及重测信度，最后采用

Cronbach’α 系数，重测信度检测量表的信度。 
结果 经过项目分析与探索性因素分析后，删除了 2 个条目，剩余的 23 个条目，抽取了 5 个公

因子。累计贡献率为 56.14%。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数据拟合良好，效标效度显示该量表总分以

及五个分量表与疾病态度量表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总量表以及五个分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在

0.61～0.88 之间。重测信度为 0.78。 
结论 但本研究存在不足之处，首先样本的选取是为大学生，未对病人群体进行施测。其次，由

于该量表更加侧重于对疾病行为的测量，因此在与其他量表进行相关联效度检验时，相关系数

较低。但总体上，中文版 SAIB 的信度与效度良好，可以适用于中国人群。期望未来研究能针对

不同的病人群体对该量表进行进行进一步修订 
 
 
PO-130 

Stop Bang+ESS 量表在失眠症患者 OSA 筛查中的作用 
 

童茂清,季蕴辛,阮列敏 
宁波市第一医院 

 
 
目的 失眠症和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是常见的两种睡眠疾病，约 40-67.4%的 OSA 患者伴

有失眠症状 1，而 50-75%的失眠症患者合并 OSA2。鉴于苯二氮卓类等安眠药物对 OSA 的不

良影响，临床上在失眠症患者中进行 OSA 筛查具有重要价值。整夜的多导睡眠监测（PSG)，
由于其设备昂贵、环境要求高等原因影响其应用。Stop-Bang 问卷是在 Berlin 问卷基础上研发

出的一种简单筛查问卷，已在多种人群中应用并证明其有高效度。本研究旨在观察利用基于互

联网的 Stop Bang/Epworth（ESS）量表在失眠症患者 OSA 筛查中的作用。  
Wickwire EM．Collop NA．Insomnia and sleep—related breathing disorders J 1．Chest，2010，
137：1449—1463． 
Gooneratne NS，Gehrman PR，Nkwuo JE，et a1．Consequences of comorbid insomnia 
symptoms and sleep—related breathing disorder in elderly subjects [J]．Arch Intern Med，
2006，166：1732—1738． 
方法 构建基于微信平台的 Stop Bang+ESS 量表，患者到睡眠中心就诊时，常规在线填写量表，

同时根据临床评估，接受便携式睡眠监测或多导睡眠监测。 
结果 自 2017 年 8 月 1 日迄今，共有 81 位患者在线填写了 Stop bang/ESS 量表，其中 Stop 
Bang 阳性者 53 人，Stop Bang/ESS 均阳性者 31 人。Stop Bang 阳性患者中有 36 人接受睡眠

监测，其中 32 人（88.9%）被确诊为 OSA，4 人（11.1）被排除 OSA，被排除的 4 人 ESS 量

表评估均为阴性。 
结论 Stop Bang+ESS量表评估对OSA筛查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和准确性，在失眠症患者的OSA
筛查中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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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1 

生物反馈疗法治疗老年性睡眠障碍临床观察 
 

孟云,周宏斌 
襄阳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生物反馈放松疗法对老年性睡眠障碍的治疗效果，为睡眠障碍寻求稳定有效的治疗手

段。 
方法 将 60 例老年性睡眠障碍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30 例)、对照组(30 例)。治疗组男 13 例，

女 17 例，年龄 60～80 岁，平均(70．6±16．5)岁，病程 1～20 年，平均(5．9±3．6)年。对照

组男 12 例，女 18 例，年龄 60～82 岁，平均(72．5±13．5)岁，病程 1—21 年，平均(5．6±5．6)
年。两组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差异无显著性，具有可比性(P>0．05)。对照组进行常规

治疗，观察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肌电皮温生物反馈仪进行生物反馈治疗。观察指标采用

匹兹堡睡眠质量（PSQI）评价睡眠质量改善情况。计量资料数据用ⅹ±s 表示，两组之间比较采

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 
结果 生物反馈治疗前观察组和对照组的 PSQI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通过对观察组患者生物

反馈治疗后，其睡眠质量的 PSQI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生物反馈放松疗法对老年性睡眠障碍的治疗安全、无损伤，疗效明显；提高治疗的依从性

增加治疗次数可以增强治疗效果 
 
 
PO-132 

综合心理干预对卒中后康复疗效的影响 
 

田国华 1,王彤宇 2,赵英 1,张玉香 2 
1.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渤海石油公司职工医院 康复医学科 
2.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渤海石油公司职工医院 神经内科 

 
 
目的 研究综合心理干预对卒中后康复疗效的影响。 
方法 选择海洋石油总医院康复科 76 例卒中后康复患者，随机分成综合心理干预康复组（研究

组）和常规康复组（对照组）各 38 例，2 组患者给予相同的常规康复训练及理疗项目，综合心

理干预康复组另给予心理支持。综合心理干预内容有心理支持、音乐干预、放松训练三种方式，

患者本人及患者家属均参与，每天一次，每次约 20 分钟。心理支持：耐心讲解卒中后的心理变

化过程以及康复过程的常规变化，对患者的内心疑虑做出科学的解释，鼓励言语功能无障碍的

患者说出他们的感受，包括担心、恐惧以及他们的需求；音乐干预：向患者提供四组风格不同

的音乐，让患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挑选其中一组，并向患者讲解音乐所展示的内容；放松训练和

积极意念引导：在咨询师的指导下患者进行放松训练，掌握正确的心理调节方法，将意念转移

到疾病之外，放松身心，积极配合治疗。治疗前和治疗 8 周后分别对患者进行肢体综合运动功

能（简化 Fugl-Meyer）、平衡功能（Berg 平衡量表）、起立、行走计时测试(TUGT)、膝关节

屈伸肌力及腰背肌屈伸肌力的评估，采用 HAMA、HAMD 评测患者焦虑及抑郁情况。比较两组

患者上述的各项指标治疗前后的差异。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Fugl-Meyer 下肢评分、Berg 平衡量表评分、TUGT 评分、膝关节屈伸

肌力及腰背肌屈伸肌力均无显著差异(P>0.05)。治疗 8 周后，研究组患者的 Fugl-Meyer 运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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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下肢评分提高幅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患者的 Berg 平衡量表评分提高幅度显著

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患者的 TUGT 评分减小的幅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

患者的腰背部屈伸肌与膝关节屈伸肌力的提高的幅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综合心理干预能够显著改善肢体综合运动功能、平衡功能、明显缩短起立、行走计时测试

时间、进一步改善膝关节屈伸肌力及腰背肌屈伸肌力，同时焦虑、抑郁情况明显改善。 
 
 
PO-133 
内外控制点在晚期癌症患者的心理痛苦与临终尊严间的中介

效应研究 
 

张玉佳,薛云珍 
山西医科大学 

 
 
目的 癌症是目前危害人类生命的主要疾病，自 2010 年，癌症成为了中国的首要死因，尤其是

癌症终末期患者，不但身体遭受严重摧残，而且精神上也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本研究旨在探讨

内外控制点在晚期癌症患者心理痛苦和临终尊严中的作用机制，从而为未来癌症患者临终尊严

的关怀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采用多中心抽样方法，运用自编临终尊严量表、心理痛苦温度计（DT）和跨文化（中国

人）个性测验内外控制点分量表（CPAI），对某省 151 名晚期癌症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其中，

男性 90 人（59.6%），女性 61 人（40.4%）；城市 85 人（56.5%），乡镇 24 人（15.9%），

农村 42 人（27.8%）。被试年龄 23~83 岁，平均（60±0.90）岁。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相关分

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结果 �(1) �晚期癌症患者心理痛苦程度与内外控制点（r=-0.217, p＜0.01）和临终尊严（r=-
0.462, p＜0.01）均呈显著负相关；临终尊严与内外控制点呈显著正相关（r=0.332,p＜0.01）；

心理痛苦程度越高的患者偏外控，临终尊严也相对较低。(2)晚期癌症患者心理痛苦对临终尊严

的直接效应为 0.48，通过内外控制点对临终尊严产生的间接效应为 0.21，内外控制点的中介效

应占总效应的 30.4%。 
结论 内外控制点在晚期癌症患者心理痛苦和临终尊严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晚期癌症患者内外

控制点、心理痛苦对其临终尊严有重要影响，是对患者进行临终关怀需重视的三个重要因素。 
  
 
PO-134 

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研究 
 

郝蕊 1,李文正 1,夏磊 1,2,刘寰忠 2,3 
1.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2.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 
3.安徽医科大学精神医学系 

 
 
目的 探讨儿童青少年首发精神分裂症认知损害特征以及急性期和康复期有无差异 
方法 选取 2016 年 6 月~2017 年 5 月期间来院就诊的 30 名 11-18 周岁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

（首发组）；30 名 13~18 周岁病情稳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组)；和 30 名 12~18 周岁的健

康志愿者（健康组）。所有三组被试者受教育年限≥6 年，对三组都进行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成

套测试共识版（MCCB）测试，首发组和慢性组治疗 8 周后进行复测，分析各组认知功能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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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生病患者认知功能损害特征。患者的临床症状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进行评

估。 
结果  首发组和康复组与健康组相比，在 MCCB 测试中的各测试得分-均有差异（p<0.05）。康

复组与首发组相比语言流畅性测验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276，P<0.05）。首发组在治疗

8 周时，PANSS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降低；MCCB 测试中的连线测试、语言学习、空间广度测

试、迷宫测试、情绪管理、持续操作实验的五个测验得分均较第一次高（p<0.05）。首发组连

线测试得分与 PANSS 阳性总分成正相关（r=0.388，p<0.05)，而持续操作实验得分与阴性症状

总分相关（r=0.296，p<0.05)。 
结论  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均存在一定程度的损害；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后

部分认知功能可以改善，但康复期患者与健康组相比，认知功能扔存缺陷，提示认知功能受损

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的一个独立症状群。   
  
 
PO-135 

上海市孕产妇抑郁和焦虑症状的调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庄文旭 1,李黎 1,杜莉 2,朱丽萍 2,何燕玲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2.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 
 
 
目的 了解上海市不同孕产阶段妇女的抑郁和焦虑的阳性率和影响因素。 
方法 以上海全市 16 个区从怀孕到产后 42 天内的孕产妇为对象进行横断面调查，并将调查的

孕产阶段分为孕早期（孕周<13 周）、孕中晚期（孕 13~38 周）、产后 1 周和产后 2~6 周。每

个区选定 1 ~ 2 家妇幼机构，随机抽取 3 ~ 14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调查地点。调查的工具

主要包括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AD-7）和躯体症状群量表

（PHQ-15）。其他的调查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信息、既往孕产史、社会人际交往情况、本次妊

娠和生产情况和新生胎儿情况等。以 EPDS 量表 10 分及以上划分为抑郁症状阳性，GAD-7 量

表 5 分及以上划分为焦虑症状阳性，统计各孕产阶段人群的抑郁和焦虑阳性率。采用二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各孕产阶段抑郁和焦虑的影响因素。 
结果 （1）收回问卷总计 12485 份。四个孕产阶段的抑郁阳性率分别为 15.0%，22.7%，13.1%，

21.8%，总体为 19.6%；四个孕产阶段的焦虑阳性率分别为 9.6%，12.3%，8.5%，12.2%，总

体为 11.2%。(2)对于孕中晚期的抑郁，文化程度大学 (OR=0.591)、性格外向 (OR = 0.805)、
身心状况良好(OR = 0.632)、本市户籍(OR = 0.620)、支持的朋友较多(OR=0.724)、近一年和

家人居住(OR=0.655)、男方全力支持和照顾(OR=0.524)、伴侣关系满意(OR=0.467)都是保护性

因素，性格多思虑(OR=1.728)、敏感(OR=1.532)、孕前存在情绪困扰(OR=1.814)、最近 3 个月

有身体不适(OR=1.488)、更多的躯体不适 (PHQ-15 得分，OR=1.131)、倾诉方式为有人问才

说 (OR=1.837)、怀孕影响工作 (OR=1.271)、担心胎儿健康 (OR=1.381)和日后喂养困难

(OR=1.686)都是危险因素。(3) 对于产后 2~6 周的抑郁，保护因素主要为良好的心身状况和社

会支持，风险因素为流产经历、胎儿健康问题和产后的身体状况不佳。 
结论 从孕早期到产后 6 周，尤其是在孕中晚期和产后 2~6 周的期间内，孕产妇较容易出现抑

郁、焦虑的症状。孕中晚期和产后的抑郁、焦虑发生都和广泛的个体因素、社会家庭因素、孕

产因素相关，包括自身的性格、孕前的心身状况、家庭的照料、社会支持、既往的孕产经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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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6 
比较电针刺激“内关”、“天枢”穴对 IBS 模型大鼠结肠动力及

结肠 D2 受体的影响 
 

王珊,任晓暄, 郭孟玮,高誉珊,蓝 莹,吉毛先,吴艳英,李凯歌,谭莉华,睢明河 
北京中医药大学 

 
 
目的 观察并比较电针“天枢”、“内关”穴对肠易激综合征（IBS）模型大鼠结肠动力及结肠多巴胺

D2 受体表达的影响，探讨不同经脉和穴性穴位的效应特异性。 
方法 选取 wistar 新生大鼠 40 只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模型对照组、天枢组和内关组。其中模

型对照组、天枢组和内关组采用母子分离与醋酸灌肠再结合结直肠扩张的方法制备 IBS 大鼠模

型。在大鼠 9 周龄时分别给予天枢和内关组电针干预，隔日 1 次，共 5 次。干预结束后，记录

大鼠粪便评分、腹部回撤反射的潜伏期和收缩波个数以及免疫组化法检测结肠多巴胺 D2 受体

的表达。 
结果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模型对照组大鼠的大便评分显著增高（P<0.01），潜伏期明显缩短

（P<0.01），收缩波个数明显增多（P<0.01），结肠内 D2 受体免疫反应物阳性表达水平明显

下降（P<0.01）；与模型对照组相比，天枢组和内关组大鼠针后的大便评分均显著下降（P<0.01），
潜伏期均明显延长（P<0.01），收缩波个数明显减少（P<0.01），结肠内 D2 受体免疫反应物

阳性表达水平明显增强（P<0.01，P<0.05）。与天枢组相比，内关组结肠内 D2 受体免疫反应

物阳性表达水平下降（P<0.01）。与针前相比，天枢组及内关组大鼠针后的大便评分显著降低

（P<0.01，P<0.05）。 
结论 电针“天枢”“内关”穴均可明显改善 IBS 模型大鼠的结肠动力异常症状，但电针“天枢”穴的

效应更佳，说明不同经脉和穴性的穴位存在效应特异性。 
  
 
PO-137 
CBT 结合右佐匹克隆治疗慢性失眠的临床疗效及依从性研究 

 
孙芸,司纪剑, 杨坤,罗兰兰 , 杨建立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评价 CBT 结合右佐匹克隆治疗慢性失眠的临床疗效及依从性。 
方法 收集天津市精神卫生中心自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门诊以长期失眠为主诉患者共

125 例，选择符合 ICSD-3 中慢性失眠诊断标准的受试者，共 66 例。随机分为 2 组连续观察 4
周：研究组共 33 例受试者，给予右佐匹克隆，给药剂量 1.5-3mg/d(前两晚 1.5mg，此后每晚

3mg)，同时给予 CBT 治疗；对照组共 33 例受试者，给予右佐匹克隆，同时只给予一般的心理

支持治疗，服药剂量同研究组。在治疗前及治疗后第 2 周、4 周末用 Pittsburgh 睡眠质量、指

数量表评定 2 组受试者的治疗效果，以 Epworth 嗜睡量表评价受试者研究前及研究第 4 周末嗜

睡程度，用副反应量表 TESS 评定研究过程中受试者出现不良反应情况，同时评定各组受试者

在治疗期间的依从性。研究中以按医嘱服药的时间及患者行为与医嘱的一致性来评定 2 组受试

者的依从性，并与受试者及其监护人每天电话联系。其中按日按量服药达到 75%-100%为完全

依从，按时服药或间断服药达 25%-75%为部分依从，中途停药、超量或低量服药小于 25%为

不依从。完成研究的受试者共有 62 例，2 组各有 2 例脱落。应用 SPSS22.0 统计软件处理分析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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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⑴两组受试者 Pittsburgh 睡眠质量指数量表的总分及各项目评分，在治疗的第 4 周末均

较基线水平明显下降，而研究组的总分值较对照组下降更为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⑵两组受试者 Epworth 嗜睡量表的评分在治疗 4 周末均较基线水平下降，而研究组总分值较对

照组下降更为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⑶两组比较在治疗 4 周睡眠潜伏期、入睡后总的清醒时间有明显差异。受试者自我感知的睡眠

质量较前好转，组间差异不明显，无统计学意义。 
⑷研究组的主要不良反应有口苦和困倦，对照组的主要不良反应有口苦、晨起头晕、白天困倦、

疲乏无力、注意力不集中。在第4周末 2组受试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⑸ 两组受试者依从性比较，治疗后第 4 周时研究组依从性好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1、右佐匹克隆联合 CBT 治疗慢性失眠障碍患者的疗效优于右佐匹克隆治疗，且起效更

快。 
2、 CBT 结合右佐匹克隆治疗与右佐匹克隆治疗安全性均较好，不良反应发生少且轻。 
3、CBT 对慢性失眠症受试者的依从性有明显的改善作用，值得临床推广。 
  
 
PO-138 

睡眠护理在儿童精神科住院患儿中的应用 
 

嵇威 
天津市安定医院 

 
 
目的 探讨睡眠护理在儿童精神科住院患儿中的应用。 
方法 对 2014 年 4 月到 2015 年 1 月期间 58 例住院患儿进行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

组给予常规护理，对患者进行简单的健康宣教，告知住院患儿注意休息。观察组给予针对患儿

病情状况的睡眠护理及心理护理。以匹茨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中国修订版进行睡眠质量调

查。 
结果 实施有针对性的睡眠护理和心理干预的观察组匹茨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评分明显低

于对照组，两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有针对性的睡眠护理和心理干预可以改善儿童精神科住院患儿的睡眠质量的效果更佳突

出，值得临床推广。 
 
 
PO-139 

某军区幼儿园教师疲劳状况与职业倦怠的关系研究 
 

吴彦敏,刘明,葛慈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原：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目的 幼儿园教师作为学前教育的基础，加之与其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工作强度高，他们逐渐成

为一个高压力群体，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定等疲劳现象。研究表明,职业倦怠最容易

发生在助人行业的从业者身上。教师职业作为一种典型的助人行业，他们的职业倦怠也值得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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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研究以某军区幼儿园教师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其疲劳现况及职业倦怠，提出预防幼儿

教师疲劳的综合措施，为提高其身心健康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某军区下属三所幼儿园共 163 名教师，采用疲劳量表-14、教

师职业倦怠问卷，由经过心理学专业培训的人员进行统一指导语详细讲解后，现场集中测试，

由受试者独立填写完成，现场收回，测试结束后由专业心理工作者对其进行结构式访谈。 
结果 （1）幼儿教师疲劳检出率为 11.3%;（2）工龄>10 年被试在躯体疲劳、脑力疲劳和总疲

劳上较工龄<5 年被试高；大专学历被试在少成就感上较本科学历被试高；工龄>10 年被试在少

成就感上较工龄 5-10 年被试高；工龄<5 年被试在去个人化上较工龄 5-10 年被高。（3）情绪

衰竭与躯体疲劳、脑力疲劳和总疲劳存在显著正相关；少成就感与脑力疲劳、总疲劳存在显著

正相关，去个人化与脑力疲劳存在显著正相关。（4）职业倦怠各因子、工龄对总疲劳有较好的

预测作用。 
结论 幼儿教师存在不同程度的疲劳和职业倦怠，学历偏低的教师在实际工作中可能会遇到更多

的困难或问题，因此更容易体验疲劳无力感。5-10 年工龄的幼儿教师在疲劳和职业倦怠的体验

最少。只有提高幼儿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增加其工作满意度，降低职业倦怠感，才能降低幼儿

教师的疲劳体验感。 
笔者认为，首先，应当合理分配幼儿教师的工作量，维护幼儿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热情，

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其次，应当定期安排学习深造，使幼儿教师在更新知识的同时，充分发

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提升自我价值感，降低职业倦怠感。再次，幼儿教师本身也要注意增强

自我心理调适的能力，适时宣泄和疏解生活中、工作中产生的不良情绪，同时调整心态，融洽

人际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提高应对压力、缓解疲劳的能力。 
  
 
PO-140 

蒙医心身互动疗法临床研究进展 
 

纳贡毕力格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 

 
 
目的  蒙医心身互动疗法以心身整体统一理论为基础，通过蒙医学整体观思想指导，应用真实

案例对患者进行心理治疗。本研究将对蒙医心身互动疗法治疗 8 种心身疾病的前瞻性与回顾性

研究进展进行总结。 
方法 利用前瞻性研究与回顾性研究蒙医心身互动疗法对 7 种心身疾病进行治疗效果进行评价。 
结果 结果：前瞻性研究，确诊为牛皮癣的 90 名患者进行临床观察，牛皮癣治疗 21 天总有效

率为 51.1%，其中治愈率 13.3%，。并且对银屑病引起的皮疹颜色，皮疹灼热感，瘙痒，心烦，

鳞屑，口干舌燥，皮疹沁润程度以及舌下脉络都有显著改善（p < 0.01），随访两年复发率 25.3%。 
回顾性研究，2012 年 3 月到 2014 年 3 月进行蒙医心身互动治疗的有效随访失眠患者 323 例，

治疗 21 天总有效率达 86%，痊愈率，大于 10 个月的随访总有效率 83.6%，痊愈率。 
回顾性研究，2012 年 3 月到 2014 年 8 月有效回访 61 例，平通过抑郁 ICD-10 诊断标准评价

听课后对抑郁疗效，总有效率 70%，其中痊愈达 20%。 
回顾性研究，有效随访高血压患者 113 例，其中体重指数（BMI）超过中国参考标准 24 的占总

人数的 64.3%，治疗后的血压下降有效率为 77.9%；缓减头痛、眩晕、心悸、耳鸣、恶心呕吐、

面红目赤、气短、口干、失眠和腰酸等症状有效率为 71.7%；这些数据在治疗前后之间有明显

的差异 (P<0.05)。 
回顾性研究，2012 年 4 月-2014 年 11 月有效回访痛经患者 53 例，其中原发性痛经 43 人。这

些人在治疗前后疼痛天数，疼痛程度，睡眠情况，饮食情况，烦躁和易怒等指标都发生了显著

改善（p≤0.01）。总有效率达 81.4%，其中痊愈率达 14.1%。 



第 23 届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全国年会暨心身医学国际论坛 壁报交流 

105 
 

回顾性研究，2012 年 4 月到 2014 年 11 月，有效回访慢性功能性便秘患者进行 54 例，患者每

周排便少于 3 次，排便费力、排出困难或有排便不尽感等症状都显著好转(P<0.05)，其中痊愈

14.8%，总有疗效为 77.7%。 
2012 年 4 月-2014 年 11 月，有效随访股骨头坏死患者 39 人,其中痊愈率 0%，显效 12.8%，有

效 48.7%，无效 38.4%，其中对疼痛缓解显著 p <0.05。 
结论 上述心身疾病都属于慢性疾病和疑难杂症，对患者具有长期的生活质量影响，而通过蒙医

心身互动疗法治疗获得了显著疗效，说明整体观思想指导的蒙医心身互动疗法治疗具有很高的

临床应用价值。 
 
 
PO-141 

42 例老年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精神科就诊前调查 
 

林瑞钱,程文桃 , 郑榕艳,郑典诚 ,黄 婷 
福建省福州神经精神病防治院 

 
 
目的 了解首次就诊精神科老年躯体形式障碍（SFD）患者的临床特征以及之前在综合性医院就

诊的疾病负担。 
方法 收集首次就诊于福州神经精神病防治院的 42 例老年 SFD 患者，采用自拟调查问卷收集

患者相关资料，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临床资料和外院就诊资料，以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
17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评定病情严重程度。对所得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中位数

（Median[IQR]）分析或均数（ ±s）分析。 
结果 就诊本院前，42 例患者都曾在综合性医院门诊就诊达 3[2,5]次，住院 33 例（78.6%），

直接医疗费用 13945.25[8956.23，32647.27]元，行心脏介入检查 6 例（14.3%）；其中，接受

不规范抗抑郁药物治疗者 15 例（35.7%）。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23.6±4.7）分，

17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评分（22.3±4.2）分，HAMD-17 中“自杀”条目达到中重

度者 23 例（54.8%）。 
结论 老年 SFD 患者普遍存在就诊延误，加重经济负担及心理负担，自杀风险高，这提示了加

强认识、普及 SFD 疾病的重要性。 
 
 
PO-142 

吸毒者内隐自尊水平和稳定性与对毒品内隐态度的关系 
 

欧红霞,梅峰,杨昕 
南京脑科医院 

 
 
目的 探讨吸毒者内隐自尊水平及其稳定性与对毒品内隐态度的关系。 
方法 采用内隐联想测验对 160 例吸毒者的内隐自尊水平进行测量，并测量负反馈情境下其内

隐自尊水平的稳定性，采用单类内隐联想测验测量吸毒者对毒品的内隐态度。 
结果 吸毒者内隐自尊水平与对毒品内隐态度呈正相关，其内隐自尊稳定性与对毒品内隐态度呈

负相关，内隐自尊水平能够预测对毒品的内隐态度，并且内隐自尊水平在内隐自尊稳定性和对

毒品内隐态度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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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吸毒者对毒品内隐态度与其内隐自尊水平和内隐自尊稳定性有关，内隐自尊稳定性通过内

隐自尊水平的中介作用影响吸毒者对毒品的内隐态度，而内隐自尊水平会直接影响吸毒者对毒

品内隐态度，是影响吸毒者复吸行为的重要因素。 
  
 
PO-143 

慢性失眠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和自主神经功能异常的 
相关研究 

 
顾鑫 1,王文婷 2,刘义晗 1,李冬 3,付英 3,顾平 2 

1.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2.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神经内科 
3.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脑功能科 

 
 
目的 探讨慢性失眠患者焦虑、抑郁情绪与睡眠质量和自主神经功能异常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慢性失眠患者 197 例，采集患者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病程、文化程度，行匹兹

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汉密尔顿焦虑量表（14 项版）（HAMA14）、汉密尔顿抑郁量表（24
项版）（HAMD24）及交感神经皮肤反应（SSR）检查。比较慢性失眠患者中不同程度焦虑、抑

郁患者的 PSQI 得分及 SSR 异常率，分析患者 HAMA14、HAMD24评分与 PSQI 得分及 SSR 异

常率的相关性。 
结果 慢性失眠患者女性所比例高占 74.6%，文化程度较低（初中及以下）的女性患者所占比例

最高占 50.3%。慢性失眠患者中有焦虑情绪患者 186 例占 94.4%，有抑郁情绪的患者 185 例占

93.9%，同时存在焦虑和抑郁情绪者 165 例占 83.3%。无和轻度焦虑组患者 87 人占 44.2%，

中重度焦虑组患者 110 人，占 55.8%；无和轻度抑郁组患者 147 人占 74.6%，中重度抑郁组患

者 50 人，占 25.4%。经 Mann-Whitney U 检验慢性失眠患者中女性患者的抑郁程度重于男性

患者有统计学意义（P<0.001）。男、女性别间的焦虑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66）。中

重度焦虑患者 PSQI 得分明显高于无和轻度焦虑组患者（14.21±3.28vs12.17±3.29）（P<0.00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中重度抑郁患者 PSQI 得分明显高于无和轻度抑郁组患者

（14.88±3.63vs12.78±3.20）（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慢性失眠患者中 SSR 异常率

高达 50.3%。中重度焦虑组患者 SSR 异常率明显高于无和轻度焦虑组患者（62.7%vs34.5%）

（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中重度抑郁组患者 SSR 异常率明显高于无和轻度抑郁组患者

（70.0%vs43.5.%）（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经Pearson相关分析：慢性失眠患者HAMA14

评分、HAMD24评分与 PSQI 得分及 SSR 异常率均呈正相关（均 P<0.01）。 
结论 慢性失眠患者以低化程度的中年女性患者多见；焦虑、抑郁患病率高，抑郁情绪以轻度抑

郁为主，焦虑情绪以中重度焦虑为主。女性患者的抑郁程度重于男性。慢性失眠患者自主神经

功能紊乱患病率高，患者焦虑、抑郁严重程度与睡眠质量及自主神经功能异常率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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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4 
血管危险因素与阿尔茨海默病关系的荟萃分析 

 
王清 1,谢春明 1,2,张志珺 1,2 
1.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东南大学神经精神研究所 
 
 
目的 阿尔兹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是痴呆最常见的病因，影响 AD 发生发展的主

要危险因素包括遗传因素和非遗传因素。AD相关的遗传危险因素包括β-淀粉样前体蛋白（APP）、
早老素 1 和 2（ps1 和 ps2）、以及高风险 APOEε4 等位基因等。非遗传因素包括血管危险因

素、正式教育年限、吸烟、酒精和脑外伤等，其中以血管危险因素备受关注。本文就近年来血

管危险因素如何影响 AD 的发生发展以及如何干预血管危险因素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方法 本文利用关键词（老年性痴呆、AD、血管危险因素、干预/治疗）检索 pubmed（1998.1-
2016.9）和国内中国知网期刊（1995.1-2016.9）出版的所有文献，重点发现血管相关危险因素

与痴呆，尤其是 AD 的相关关系。 
结果 筛查后发现血管相关因素与 AD 的关系可以分为不可干预危险因素与可干预危险因素，前

者包括遗传学因素，如载脂蛋白 E4、早老素 1、早老素 2、Tau 蛋白、β-淀粉样前体、Notch3、
以及 BINI、CLU、ABCA7、CR1 和 PICALM 基因的多态性等；人口学因素，包括年龄、性别、

家族史等；后者包括动脉粥样硬化、脑卒中、高血压、冠心病、血脂异常、糖尿病、脑低灌注

等，另外研究还发现，教育水平低下、头部创伤、吸烟、不合理饮食、缺乏锻炼及社会退缩等

也会加重血管性危险因素并进而导致认知功能下降，促进痴呆的发生。而改善生活方式、增加

体力活动，针灸等治疗可以显著降低痴呆的发生风险。 
结论 血管性危险因素作为可干预的因素之一，在痴呆尤其是 AD 的发病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更需要大规模的队列研究进一步验证，并深入探讨其可能的机制，降低痴呆的发生率。 
  
 
PO-145 

道家认知疗法与药物治疗焦虑障碍的对照研究 
 

王兴 1,王志强 1,2,曹磊明 1,2,王国强 1,2 
1.皖南医学院无锡临床学院 

2.无锡市第七人民医院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道家认知疗法的规范化治疗程序；比较规范化道家认知疗法、单纯药物治疗中老年焦

虑症的疗效及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探讨治疗效果与血浆单胺类神经递质含量的关系。 
方法 究采用“随机实验组、控制组前测后测设计”的方法将中老年焦虑症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实

验组采用规范化道家认知疗法，对照组使用药物治疗，比较两组的疗效及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治疗前后分别抽取 30 名实验组、对照组血液，用高效液相色谱仪测定血浆中单胺类神经递质含

量。 
结果 ①治疗前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没有统计学差异；实验组 48 例

患者 46 例完成 6 周治疗（脱落率 4.2﹪），45 例完成 12 周治疗（脱落率 6.2﹪）。②治疗前

后比较：实验组、对照组 SCL-90 各因子分分值及总分、应对方式的消积分在治疗后均下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社会支持的主观支持分值、对支持利用度分值、应对

方式的积极分分值治疗后显著升高（（P＜0.05））；③治疗 6 周后，实验组显效率为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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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为 14.8﹪，两组无统计学差异（P＞0.05）。④治疗 12 周后，实验组显效率为 61.1﹪，

对照组为 44.9﹪，两组有显著性差异（P＜0.01）；实验组 SCL-90 躯体化、焦虑、其他因子

分，社会支持量表的主观支持分值、对支持利用度分值、应对方式的积极分改善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 12 周的疗效显著优于治疗 6 周的疗效。⑤治疗结束

后 3 月随访结果比较：实验组显效率为 72.7﹪；对照组为 54.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两组间 SCL-90 总分、躯体化、焦虑、其他因子分，社会支持量表的主观支持分值、

对支持利用度分值、应对方式的积极分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⑥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血浆患者 NE、EP、DA、5-HT 浓度无显著性变化，治疗结束时两组间血浆 NE、EP、DA、5-
HT 浓度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①道家认知疗法对中老年焦虑症有效，治疗时间越长疗效越好。②合并道家认知疗法对躯

体化、焦虑、其他症状改善明显，有较好的远期疗效，并且能改善患者的应付方式增加社会支

持，提高心理健康水平。④焦虑症患者的治疗效果与神经递质的变化可能没有相关性。 
  
 
PO-146 

“双心”模式干预在慢性心衰伴抑郁障碍患者中的相关研究 
 

刘园园 
天津市胸科医院 

 
 
目的 探讨“双心模式”干预对于慢性心衰伴抑郁障碍患者的有效性；慢性心衰伴抑郁障碍患者经

双心模式治疗前后血清炎性因子（IL-6、TNF-α、CRP、Hcy、BNP、CysC）的变化；抑郁情绪

对慢性心衰患者血清炎性因子（IL-6、TNF-α、CRP、Hcy、BNP、CysC）水平的影响。 
方法 采用 PHQ-2 和 PHQ-9 患者健康问卷对住院的慢性心衰患者进行问卷调查，选出符合条

件的 160 例患者，随机分为常规组（80 例）和干预组（80 例）。常规组给予常规药物治疗，

干预组在常规药物治疗基础上给予“双心（心理+心脏）”模式干预，3 个月后再次测评，将常规

组及干预组患者干预前后积分及血清炎性因子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与常规组比较，干预组 PHQ-9 总分有显著降低（P＜0.01），2 组治疗后较治疗前 IL-6、
TNF-α、CRP、Hcy、BNP、CysC 均明显改善（P＜0.05）。干预组治疗 3 个月后 IL-6、TNF-
α、CRP、Hcy、BNP、CysC 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常规组。 
结论 慢性心衰伴抑郁患者经过双心模式治疗后预后明显改善，血清炎性因子显著降低。本研究

能够证明“双心模式”对心衰伴抑郁患者群起到有益作用。“双心”模式干预在治疗慢性心衰的同时

化解患者的心理问题，缓解抑郁情绪，达到心血管和心理双重治疗，改善患者预后，促进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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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7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与抽动障碍共病心理社会因素相关性研究 

 
吴爱勤,匡桂芳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与抽动障碍（TD）共病的认知功能、心理行为特征、

生活质量、家庭环境特征；家庭环境与共病患者的认知行为、个性、自我意识的相关性；ADHD
与 TD 共病的生物心理社会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与抽动障碍共病（ADHD+TD）组 60 例，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

组 79 例，抽动障碍（TD）组 60 例，正常对照组 71 例。全部被试者完成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

中国-韦氏儿童智力量表(C-WISC)、视听整合持续性操作测验（IVA-CPT）、儿童行为评定量表

（CBCL）、艾森克个性问卷（EPQ）、Piers—Harris 儿童自我意识量表（PHCSS）、儿少主

观生活质量问卷(ISLQ)、家庭环境量表（FES-CV）。应用 SPSS13.0 软件完成数据统计。 
结果  ADHD+TD 共病组儿童反应控制商数（83.43±20.98）与持续注意商数（64.88±16.88）
均显著低于 TD 组（96.47±17.83，85.37±18.54）。共病组及 ADHD 组儿童抑郁、社交退缩、

多动、违纪因子得分明显高于 TD 组，共病患者强迫性与攻击性因子得分显著高于 ADHD 组。

共病组 EPQ 神经质和精神质分明显高于 TD 组和正常对照组。ADHD+TD 共病组存在明显的家

庭功能缺陷，共病组 FES-CV 中的亲密度与 CBCL 中强迫性、多动、呈负相关，情感表达与抑

郁、多动、呈负相关。多因素结果分析：Logistic 逐项回归显示生物学因素孕期情况；社会环境

因素父母亲对孩子不良行为的态度、父母期待、家庭人均收入以及家庭环境量表中的矛盾性、

知识性； CBCL 中的多动行为与攻击行为、综合注意力商数、EPQ 的精神质、PHCSS 的总分、

ISLQ 的同伴交往进入回归方程，为 ADHD+TD 共病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 
结论  ADHD+TD 共病具有不同于 ADHD 及 TD 的认知功能、心理行为、家庭环境特征，共病

患儿智力正常，持续注意存在损害，呈现出外向型行为与内化行为，个性敏感多疑、情绪不稳

定，自我意识低下，严重影响患者的心理功能、社会功能以及生活质量 ADHD+TD 共病与生物、

心理、社会家庭环境综合危险因素相关，其中母亲对孩子不良行为的态度、父母期待、家庭环

境矛盾性、知识性、精神质个性、影响作用最大。 
  
 
PO-148 

脑卒中后抑郁患者血清神经生长因子的表达变化 
 

何金彩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近来研究显示血清神经生长因子表达水平和脑卒中及抑郁的发生均相关。国内外研究显示

细胞的破坏、神经再生的减少及氧化应激均与抑郁发生相关，而研究表明神经生长因子有保护

细胞免受损害，增加神经再生及抗氧化应激作用。但是，目前尚无脑卒中后抑郁患者血清神经

生长因子的表达变化的相关研究。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缺血性脑梗死急性期抑郁发生患

者血清神经生长因子的表达变化。 
方法 严格根据纳排标准，共 200 例缺血性脑梗死患者与 100 例年龄性别匹配的对照组进入本

研究。研究人员在脑卒中患者纳入的基线期及 1 月后收集相关个人与临床资料，并由专门的神

经科医师利用 17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对其抑郁症状进行评估。对照组召集于前往我院体检中

心常规体检的正常健康人群，对照组没有个人精神病史。对照组的一般资料来源于本院的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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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所有参与者 24 小时内抽血，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检测血清生长因子水平。利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62 名（31%）急性缺血性脑梗死患者在 1 月后被诊断患有脑卒中后抑郁。缺血性脑梗死

患者血清神经生长因子水平较正常对照组高(9.58±3.10ng/L vs. 7.17±1.49ng/L),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01）。卒中后抑郁患者的血清神经生长因子水平较卒中后非抑郁患者低（8.24±2.28 
ng/L vs.10.18±3.24n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另外，PSD 患者血清 NGF 最低四分位数（<7.69ng / L）的比例显着增加（x2 = 7.01，P = 0.008），
同时血清 NGF 在最高四分位数（> 11.05ng / L）在 PSD 患者中显着降低（x2 = 9.00，P = 
0.003）。 
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在控制了年龄、性别、LDL 等变量后，缺血性脑梗死患者血清神经生

长因子水平(< 7.69ng/L and>11.05ng/L)依然与脑卒中后抑郁发生独立相关。 
结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血清神经生长因子水平与 1 月后卒中后抑郁发生相关，这表明该生

物标志物可能在诊断 1 个月后卒中后抑郁发生上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进一步的确认血清神经生

长因子在疾病进程的动态变化以及确定血清和大脑神经生长因子浓度之间的关系显得极为重要，

这可能为 PSD 诊疗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PO-149 

中性粒淋巴细胞比值是卒中后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 
 

陈慧君,何金彩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卒中后抑郁是卒中后常见的精神并发症，将导致卒中后病人不良的功能预后。已有研究表

明，在非卒中病人中，升高的中性粒淋巴细胞比值与抑郁相关。本研究目的旨在探究中性粒淋

巴细胞比值与卒中后抑郁发生的临床相关性。 
方法 招募了 299 名在发病 24 小时内入院的卒中病人，并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随访。经过培训

的精神科医师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筛查是否有抑郁症状，可能又抑郁症状的患者（HAMD
分数>7 分）将进一步通过 DSM-4 的结构化访谈诊断为卒中后抑郁。中性粒淋巴细胞比值通过

在急诊时抽血血样的血常规结果计算得来。同时，我们招募了 180 个正常健康人群作为对照组。 
结果 这批卒中病人中，26.1%的病人在卒中后一个月被诊断为卒中后抑郁。抑郁组与非抑郁组

的中性粒淋巴细胞比值存在组间差异，抑郁组的中性粒淋巴细胞比值要高于非抑郁组和正常组

（P <0.001）。中性粒淋巴细胞比值是卒中后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OR 3.289, 95% CI 1.712–
6.319, p<0.001）。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入院时升高的中性粒淋巴细胞比值与卒中后抑郁相关，并且可能预测卒

中后 1 个月的抑郁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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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0 
乳腺癌患者 PRO 心身症状的报告特点——基于 Cochrane 系

统评价检索试验注册平台的证据 
 

潘元青 1,梁海乾 2,申希平 3,董怡 1,李静 1,张晓霞 4,齐苗苗 5 
1.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武警后勤学院神经外科 
3.兰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4.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5.兰州大学临床医学院 

 
 
目的  患者报告结局（patient-reported outcome, PRO）是心身医学评估的重要终点结局指标。

针对 PRO 现况，本研究就 Cochrane 系统评价检索注册平台乳腺癌患者 PRO 报告特点，评估

PRO 对乳腺癌抗癌治疗的获益、满意度、依从性及和医源性伤害的程度，并分析其对心身疾病

关联与应用情况的影响。 
方法  系统检索 2001-2017 年 Cochrane 系统评价检索注册平台发表的乳腺癌 Cochrane 系统

评价全文，对其收录的系统评价进行数据提取并完成统计分析。数据提取内容包括乳腺癌治疗

方式、PRO 内容包括症状、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健康行为、患者意愿、治疗满意度、医患沟通

和不良反应。 
结果  在Cochrane系统评价检索注册平台共收录 59篇乳腺癌系统评价，化疗 16篇（27.1.%）、

手术治疗 10 篇（16.9%）、早期肿瘤检测 5 篇（8.4%）、内分泌治疗 8 篇（13.5%）、不良反

应的症状管理 6 篇（10.1%）、放疗 4 篇（6.7%）、康复质量 6 篇（10.1%）、支持性护理 3
篇（5.0%）、乳腺癌筛查 4 篇（6.7%）和补充替代医学 3 篇（5.0%）。89%的研究使用 PRO
主观满意感与生活质量作为主要终点结局，59%记录了主观满意感与生活质量缺失数据，84%
的研究使用经过验证的 PRO 调查问卷。SF-36（86.44%）、EORTC QLQ-BR23（79.6%）和

QLSBC（61.0%）是最常用的普适性 PRO 量表； CES-D（61.0%）、VAS （54.4%）、PPT
（50.8%）、CSF（40.6%）、PSQI（30.5%）、FACIT-F、STAI（25.4%）、ULL27（18.6%）

和 RSES（17.4%）是高频使用的 PRO 症状特异性问卷。81.3%的研究没有提供 PRO 的选择

的依据，14%的系统评价未能报告结局数据脱失情况的质控情况，37%的系统评价没有报告

PRO 组间和（或）随时间变化的差异。所有系统评价均报告患者知情的利益冲突，大部分

Cochrane 系统评价 PRO 不良反应、患者意愿、治疗满意度、医患沟通和健康行为等内容 PRO
提及率偏低，报告的详细程度较低。 
结论  Cochrane 系统评价 PRO 在监管、报告规范、数据分析以及流程执行面临诸多挑战，其

整合临床医生直观纵向临床报告的适用性好，需进一步加强患者意愿、医患交流度与满意度等

领域的报告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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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1 
氧化应激与卒中后认知障碍的关系 

 
柳智华,何金彩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卒中后认知障碍是卒中常见的并发症，严重影响卒中人群的功能预后，增加卒中复发的风

险。但是卒中后抑郁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故本研究旨在探讨氧化应激(oxidative stress,OS)与
卒中后认知障碍的关系。 
方法 选择 2013 年 10 月至 2014 年 9 月在温州医科大学神经内科住院病房急性首次脑梗死病

人 193 例。对所有入组患者在住院 24 小时内采集血液标本进行氧化应激标志物检测。采用比

色法检测血清脂质过氧化物丙二醛（MDA),用 ELISA 法检测 DNA 过氧化物 8 羟基脱氧尿苷（8-
OHdG)。卒中 1 个月后的随访经培训的神经科医师用 mmse 量表筛查是否有认知障碍。 
结果 结果 (1)卒中后认知障碍组与无人知障碍组比较,卒中后认知障碍组血清 MDA 和 8-OHdG
表达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 Spearman 等级相关分析显示卒中人群血清 MDA 和

8-OHdG 表达的水平与 mmse 评分呈负相关（P<0.05)。（3)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经过调整相

关混杂因素后, 急性期的 MDA 水平、8-OHdG 均是卒中后一个月认知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 
(4)应用血清MDA 和 8-OHdG判断卒中后抑郁预后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93和 0.700。 
结论 卒中后患者高水平的氧化应激标志物与 1 个月后的卒中后认知障碍的发生有关。 
 
 
PO-152 
突发事件心理急救培训对医学生心理弹性和领悟社会支持的

干预研究 
 

薛占岭,薛云珍,刘捷,张健 
山西医科大学 

 
 
目的 通过心理急救培训，提高医学生面对突发事件时的心理弹性和领悟社会支持水平。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选取某医科大学的大学生为被试，将被试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采

用心理弹性量表(CD-RISC)和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进行施测。实验组接受 20 学时的团体

培训，对照组不做培训。 
结果 ①培训后，培训组的心理弹性得分除力量性维度得分上升不显著外，坚韧性、乐观性和总

分均显著上升(t=-2.20, P=0.034; t=-4.65, P=0.000; t=-2.57, P=0.014)。两组被试培训前后差值

比较显示，除力量性维度无显著组间差异外，坚韧性(t=-2.02, P=0.047)、乐观性(t=-2.28, 
P=0.025)和心理弹性总分(t=-2.00, P=0.049)均存在显著组间差异。②培训后，对照组的 3 个维

度在培训前后没有显著变化，培训组家庭内支持、家庭外支持和社会支持总分上升显著 (t=-2.21, 
P=0.033; t=-2.22, P=0.032; t=-2.44, P=0.019)；两组培训前后差值比较显示，培训组家庭内支

持(t=-1.94, P=0.055)存在边缘显著差异，社会支持总分(t=-1.94, P=0.056)存在边缘显著差异，

家庭外支持得分无显著的组间差异。 
结论 短期针对性的心理急救培训对提高医学生面对突发事件时的心理弹性和领悟社会支持有

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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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3 
睡眠质量对帕金森病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 

 
刘慧苗,仇福成,马琳,张永志,顾平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睡眠质量对帕金森病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 71 例 PD 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是否有失眠及日间功能受累的主诉，应用 PSQI
评分分为睡眠正常组及睡眠障碍组，比较两组在认知功能方面的差异。 
结果  1、71 例 PD 患者均为轻中度 PD 患者，其中出现睡眠障碍的患者有 37 例（52.1%）。

睡眠正常及睡眠障碍两组患者 UPDRS 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71 例 PD 患者

中 49 例（69.0%）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其中轻度认知功能障碍 28 例（39.4%），痴呆 21 例

（29.6%）。痴呆组 MMSE 均值为 23.0±1.7，为轻度痴呆。3、PD 伴睡眠障碍患者 MoCA 评

分及 MMSE 评分均低于睡眠正常组（20.5±5.3 vs23.7±4.2），（25.7±3.3 vs 27.5±2.6），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4、PD 伴痴呆患者睡眠质量差，PSQI 评分高于认知功能正常组

（8.9±4.5 vs 5.2±3.3），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组与痴呆组及

认知功能正常组 PQSI 评分比较（7.2±3.8vs8.9±4.5,7.2±3.8 vs 5.2±3.3），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5、存在睡眠障碍的 PD 患者认知障碍患病率高（P＜0.05）。 
结论 轻中度 PD 患者睡眠障碍发生率高。病情的严重程度影响 PD 患者的睡眠质量，病情重的

PD 患者，睡眠障碍的发生率高。睡眠质量差的 PD 患者认知功能比睡眠正常的患者减退，伴痴

呆的 PD 患者的睡眠质量更差。 
 
 
PO-154 
缺陷型和非缺陷型精神分裂症血清同型半胱氨酸及血脂研究 

 
纪家武,郝楷荣,吴建凡,谢懋平 
福建省福州神经精神病防治院 

 
 
目的 研究缺陷型与非缺陷型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血脂

(blood lipid)水平及其相关性。 
方法 于入院次日对 58 例急性发病住院缺陷型精神分裂症患者(deficit schizophrenia，DS)、60
例急性发病住院非缺陷型精神分裂症患者(non- schizophrenia，NDS) 采用酶法检测血清 Hcy、
血脂水平，以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ANSS）评估患者

精神症状。采用同样方法检测 64 名正常对照(normal controls,NC)的 Hcy、血脂水平，并比较

三组间差异。 
结果 （1）对照组 Hcy、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 ,TC)、高密度脂蛋白（high density lipid-
cholesterol，HDL-C）水平均高于两患者组（P<0.05），缺陷型与非缺陷型患者比较无统计学

差异（P>0.05）。（2）缺陷型 PANSS 阴性因子分高于非缺陷型 (t=24.840，P<0.001)、非缺

陷型 PANSS 阳性因子分高于缺陷型(t=29.918，P<0.001)，PANSS 总分(t=0.275，P=0.784)、
PANSS 一般精神病理分(t=1.005，P=0.317)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三组 Hcy 水平

均与性别相关，即男性高于女性，缺陷型（t=3.146,P=0.003）, 非缺陷型(t=2.624,P=0.011),对
照组（t=4.753,P<0.001）；缺陷型、非缺陷型患者 HDL-C 女性均高于男性（t=2.711,P=0.009；
t=3.220,P=0.002）；对照组血脂各项指标男女无统计学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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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青壮年， Hcy 和血脂水平的存在性别差异，男性患心脑血管疾病风险高于女性，但精

神分裂症患者风险并不比对照组高；缺陷型精神分裂症与非缺陷型精神分裂症可能存在不同的

病理机制，高 Hcy 并非精神分裂症的特异性危险因素。 
 
 
PO-155 

失业难治性强迫症患者的认知功能与生命质量的研究 
 

周朝昀,储昕,沙维伟,张晓斌,王万章,许晓峰 
江苏省复员退伍军人精神病医院扬州五台山医院 

 
 
目的  对有无工作难治性强迫症患者的认知功能与生命质量进行测查，并探讨患者职业困难与

心理因素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09 年 5 月——2015 年 10 月在我院强迫症专病门诊就诊的 98 名难治性强迫症

患者为研究对象。将患者分为职业组和失业组，其中职业组 56 人，失业组 42 人。给予 The 
MOS 36-item Short Form Health Survey (sf-36)、可反复测查的成套神经心理状态评估工具

(RBANS)、Stroop 色词测验进行测评，并将两组测查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结果：在 sf-36 中，职业组难治性强迫症患者在生理职能(RP)、社会功能(SF) 维度分显著

高于失业组(P<0．05)。在 RBANS 各项分及总分，职业组均高于失业组，并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当原本有固定工作的人突然失去了生活的重心，活动作息也改变时，生理的平衡可能会

被打破，再加上失业者可能较缺乏经济资源及生活福利，更可能恶化生理健康问题 。
研究发现

失业对于健康状态（是否有疾病症状）及阻碍健康的行为（例如药物使用、医嘱行为、饮食习

惯、驾驶行为等）上有显著的影响。研究认为， 62％的强迫症患者朋友较少或友谊保持困难，

92%强迫症患者是低自尊的。且工作与生命质量互为因果，工作的缺失影响患者生活质量，而

患者的生活质量的下降也会带来工作机会更多的丢失。许多神经心理测试，揭示了在强迫症

（OCD）患者的病理模式可能在前额区。强迫症患者在神经心理测验中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表现

出更大程度的损害提示眶额叶神经功能障碍。研究显示 ROCD 患者存在明显的 GDNF 水平降

低，为研究 ROCD 患者认知功能的障碍提供了可能的生物学机制。工作和认知功能可能互为因

果。从临床来看，进一步帮助失业强迫症患者找到社会工作，对于保持认知功能和改善症状都

是有积极意义的。 
结论  难治性强迫症患者存在着职业和社会功能的障碍，工作和难治性强迫症患者心理特征可

能是相互影响。 
  
 
PO-156 

中医五音疗法治疗身心疾病概述 
 

曲鹏达,王志红 
云南中医学院 

 
 
目的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职场竞争激烈等多重压力使人们精神心理压力大大增加，身心疾

病发病率明显增高。综合防治心身疾病成为当代医学界研究的一个新热点。音乐疗法作为众多

防治心身疾病方法中的一种有效手段，包括接受式音乐治疗、再创造式音乐治疗及即兴演奏式

音乐治疗。中医学的五音疗法有着独特的理论、丰富的经验，在今天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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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意义。本文对近年来中医五音疗法相关内容进行概述，以期为综合防治心身疾病提供新的思

路。 
方法  对相关文献进行查阅、梳理、归纳总结并进行综述。 
结果  《黄帝内经》中首提中医五音疗法，对五音与五行、五脏之间的联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

阐述。现代，有学者对五音疗法的理论进行研究及阐述，在五音疗法治疗身心疾病的临床应用、

实验研究方面均有学者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同时发现在部分研究中存在着概念混

淆、含混的问题，即：中医五音疗法与中医音乐疗法不相等同；中医五音疗法与五行音乐也并

非同一内容。 
结论  五音疗法作为一种传统的非药物疗法，历代医家均有研究，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五音

疗法具有协调五脏、调控气血、调节情志等作用，且该疗法简便易行、无毒副作用，环保又经

济，在身心疾病的治疗上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但是，在具体操作层面还有许多细节值得研究，

适应病症也还比较局限，有待于进一步探索，扩大应用范围。 
 
 
PO-157 

综合治疗对心血管疾病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的疗效分析 
 

卢建敏,秦庆祝,李军 
河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双心医学诊疗模式下综合治疗对心血管疾病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的疗效 
方法 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RSD，24 项版本）、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躯体化症

状自评量表（SSS）对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2 月门诊及住院的心血管疾病患者（主要为高血

压病、冠心病、慢性心衰、心律失常）进行筛选,将 HRSD>20 分、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14
分、躯体化症状自评量表（SSS）>30 分者纳入观察范围，共 67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38 例）

和对照组（39 例），治疗组给予心血管疾病的常规治疗以及抗焦虑抑郁药物的治疗，对照组在

此基础上医护共同配合给予人文关怀及心理干预，两组均以 4 周为一疗程，治疗后再次评估计

HRSD、HAMA、SSS 分值，了解其焦虑、抑郁情绪及躯体症状的改善情况。 
结果 两组治疗前 HRSD、HAMA、SSS 量表得分具有可比性(P>0.05)，治疗 4 周后两组量表测

试分值均有降低（P<0.05），对照组的病人其主观症状改善明显，对治疗的依从性更强，HRSD、

HAMA、SSS 分值的减少虽然较治疗组有所降低，但两组比较尚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于心血管疾病合并焦虑抑郁患者，心血管疾病常规治疗及抗心理障碍药物治疗可以减轻

焦虑抑郁程度，在此基础上同时给予人文关怀及心理干预更能增加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有利

于取得更满意的效果。 
  
 
PO-158 

糖皮质激素滥用所致精神障碍 1 例 
 

王瑜,张岚 
华西医院 

 
 
目的 以罕见的临床个案为例，阐释长期滥用糖皮质激素的严重危害。 
方法 41 岁女性患者，33 年前不明原因出现气紧，20 年前开始反复出现情绪低落，觉得活着没

意思，多次采取自伤自杀行为，睡眠差，伴气紧、腹胀、恶心等躯体不适，于当地医院诊断“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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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症”，给予帕罗西汀等药物治疗，患者间断服药，病情反复。此次就诊于我科，门诊考虑“抑郁

状态”，给予“帕罗西汀 20 mg qd，喹硫平 50mg qn，氯硝西泮 1mg qn”改善情绪及睡眠。1 天

后患者回到我科，诉上述症状加重，有强烈想死念头，故住院治疗。详细追溯病史：患者 8 岁

那年（33 年前），因考试成绩差被父母惩罚后第一次出现气紧，之后间断发作，当地医生认为

患者可能罹患哮喘，故开具强的松和地塞米松，患者服药后能部分缓解症状，因此只要不舒服

就自行服用激素，至今已不规律服用糖皮质激素 33 年。此次于我科就诊之后，想要正规治疗，

故自行停用了激素，第 2 天症状加重。 
结果 完善相关检查，请内分泌科医生会诊，确诊为“外源性糖皮质激素所致精神障碍”，给予“氢
化可的松”激素替代、“帕罗西汀”等抗抑郁治疗及心理治疗，半个月后情绪好转，躯体症状减轻，

睡眠改善。门诊随访 3 个月，患者情绪基本恢复正常，躯体症状明显减轻，睡眠改善，能坚持

做一些简单的工作。 
结论 糖皮质激素是一把双刃剑，能迅速有效的改善一些危重疾病，但不合理使用常可致严重后

果，增加情绪障碍、认知功能障碍等神经精神副反应的罹患风险。因此，我国应加强对糖皮质

激素的管制，同时提高医务人员对药物滥用的认识，以减少此类不良事件的发生。 
 
 
PO-159 

脑血管病与血管性痴呆的病理、影像和实验室研究 
 

张淼 
天津市脑系科中心医院 

 
 
目的 脑血管病是老年人群中的常见病，探讨其对认知能力的影响以及血管性痴呆的患病率、病

理生理学特征及影像研究的结果。 
方法 血管性认知障碍(VCI)和/或痴呆主要有三种病理改变：(1) 动脉粥样硬化（AS） (2)小血管

疾病（SVD）(3)脑淀粉样血管病（CAA）。血管性痴呆根据病变分为三种主要形式：多梗死性

痴呆、关键部位梗塞性痴呆症或皮层下动脉脑病。过度磷酸化 τ 相关的 AD 的记忆损害可以播

散到其他认知域。相比之下，VaD 相关的神经心理表现存在相当大的变化。白质高信号是 MRI 
影像的 T2 高信号，与广泛的认知受损相关。最近的一项神经病理学研究发现 CAA 的存在及其

严重程度与微出血（定义为任意脑区的含铁血黄素的巨噬细胞）之间没有直接的形态学相关性。

影像上的微出血是否为真正的微出血或也代表含铁血黄素的沉积，反过来是否源于微出血仍是

个谜。皮质微梗塞（CMI）是另一种在老化和痴呆中常见的病变，在临床影像相关性研究中被认

为是“看不见的损伤”，只在显微镜检查可见。高分辨率 7.0 T 磁共振成像的发展允许活体中检测

CMI。在非 AD 痴呆，考虑为 VaD 痴呆与皮层下白质纤维蛋白原标记相关。小胶质细胞已被证

明在 VaD 和广泛的白质高信号的脑组织中显著增高。活化的小胶质细胞(CD68 +)与白质疏松紧

密相关。最近研究发现 MR-proANP 血浆浓度升高是全因死亡和血管性痴呆的独立预测因

子。 CT-proET-1 的显着增加表明血管性痴呆的风险更高。另有研究显示肾上腺髓质中段钛 
(MR-proADM)，肾上腺髓质前体的一个稳定片段和脑深部白质 (DWMLs) 与认知下降相关可以

作为诊断认知下降的潜在有效的标志物。 
结果 在神经退行性疾病，如 AD 脑白质高信号可能主要与大脑皮层 HPτ 病理学有关。其发病

机制与 SVD 相关，被认为血管壁的病变导致周围脑白质的慢性低灌注。SVD 导致的脑白质高

信号可能与胶质血管异常和 BBB 破坏相关。有证据表明免疫和炎症的作用是 VaD / VCI 的病理

生理学机制。说明神经炎症在 SVD 的发病机理和病理生理学的的作用，使得免疫治疗成为 VCI 
/ VaD 预防或治疗可以选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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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老年人群中脑血管疾病和 AD 常常共同存在。有证据表明这两种疾病以各自的方式影响认

知功能。综合以上的研究结果临床可以更准确的区分阿尔茨海默病、血管性痴呆和混合性痴呆。 
  
 
PO-160 
加巴喷丁联合认知行为治疗对躯体形式疼痛障碍临床疗效和

安全性的对照研究 
 

杨泗学,金峻宇,吴江,秦榛,杨曼 
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加巴喷丁联合认知行为治疗对躯体形式疼痛障碍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将 80 例躯体形式疼痛障碍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进行 8 周系统治疗和

观察。对照组患者仅服用度洛西汀 60—120mg/d 治疗；研究组患者在服用度洛西汀 60—
120mg/d 治疗的同时给予服用加巴喷丁 0.9—1.8 g/d 联合认知行为治疗 2 次/周。两组患者均连

续治疗 8 周，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第 1、2、4、8 周末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疼痛评

估、症状自评量表(SCL-90)躯体化因子评分评定临床疗效，用副反应量表(TESS)评定不良反应，

并进行组内和组间统计学比较。 
结果 两组治疗前后 VAS、SCL-90 评分情况比较：治疗前，两组的 VAS、SCL-90 评分比较无

统计学意义(P>0.05)。组内比较：对照组，治疗后 1、2 周，VAS、SCL-90 评分与治疗前比较

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4 周，VAS、SCL-90 评分与治疗前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 8 周，VAS、SCL-90 评分与治疗前比较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研究组，治疗后 1
周，VAS、SCL-90 评分与治疗前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2 周，VAS、SCL-90 评

分与治疗前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4、8 周，VAS、SCL-90 评分与治疗前比较有

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组间比较：治疗后 1 周时，研究组患者的 VAS、SCL-90 评分较对

照组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2 周时，研究组患者的 VAS、SCL-90 评分较对照组有统

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4 周时，研究组患者的 VAS、SCL-90 评分较对照组有显著统计学

意义(P<0.01)；治疗后 8 周时，研究组患者的 VAS、SCL-90 评分较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
总显效率比较：研究组达到 95%，对照组达到 80%，二者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不

良反应多为轻度，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均多为胃肠道反应或伴轻度一过性头晕等，两组间副反应

量表(TESS)评定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使用度洛西汀治疗躯体形式疼痛障碍效果明显，但若同时加服加巴喷丁并联合认知行为治

疗，疗效更优且起效更快，而副作用无明显增加，患者耐受性好，不增加治疗不良反应，可以

更好地缓解疼痛。 
  
 
PO-161 

焦虑抑郁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依从性的影响 
 

陈燕 
广汉市人民医院 

 
 
目的 调查血液透析患者的焦虑、抑郁和依从性状况，探讨焦虑抑郁对血液透析患者依从性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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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使用 SAS、SDS 和自编的血液透析患者依从性调查问卷对 83 例血液透析患者进行调查

分析，使用 SPSS16.0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独立样本 T 检验和相关分析。 
结果 被调查的血液透析患者轻中度焦虑者占 26.4%，轻中度抑郁者占 46.5%，血液透析患者不

依从性的比率在 43.6%-80%之间，抑郁分值与内瘘依从性、运动依从性和饮食依从性呈负相关。 
结论 血液透析患者的焦虑、抑郁和不依从性发生率均较高，抑郁会影响血液透析患者的依从

性。  
  
 
PO-162 

广泛性焦虑障碍及其共病抑郁的心率变异性研究 
 

刘志鹏,伍海林,喻志敏,张业祥 
江西省精神病院 

 
 
目的 研究广泛性焦虑障碍及其共病抑郁对心率变异性的影响。 
方法 招募单纯广泛性焦虑患者 30 名，广泛性焦虑共病抑郁患者 30 名，抑郁症患者 30 名及健

康对照组 50 名。分别使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与焦虑自评量表以及汉密尔顿抑郁量表与抑郁自

评量表评定焦虑和抑郁的严重程度。并进行心率变异性时域检查：时域指标包括：①总的 R-R
间期标准差( SDNN)；②相邻 RR 间期的均方根(RMSSD)；频阈指标包括: ① 低频功率 (LF)；
②高频功率(HF)；④ 低频功率/高频功率比率（LF/HF）。 
结果 三组研究组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均有较高的焦虑和抑郁症状。心率变异性的方差分析显示：

研究组和健康对照组之间 SDNN，RMSSD 和 LF/HF 比值无统计学差异（P>0.05)，而 LF 和 HF
均有显著差异（p<0.001)。组间比较显示：SDNN 和 RMSSD 无统计学差异（P>0.05)；广泛性

焦虑组及广泛性焦虑共病抑郁组有更低的 LF 值，而广泛性焦虑共病抑郁组有更低的 HF 值。相

关性分析显示：所有广泛性焦虑障碍（包括广泛性焦虑组和广泛性焦虑共病抑郁组）焦虑与抑

郁分数较高者有更低的的心率变异性。LF，HF，LF/HF 比率与 HAMA/HAMD 评分呈负相关。 
结论 研究显示：心率变异性降低可能是广泛性焦虑障碍的精神病理学指标之一，且与焦虑和抑

郁的严重程度相关。而广泛性焦虑共病抑郁可能导致更低的心率变异性降低（如 HF）。需要临

床医生更多地关注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的心血管风险。 
 
 
PO-163 

广泛性焦虑症失眠患者心率变异性及其认知功能的分析 
 

吴爱勤 1, 陈宏权 1,吴爱勤 1, 陈宏权 1 
1.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广泛性焦虑失眠症患者心率变异性及其认知执行功能的状况。 
  
方法 对广泛性焦虑失眠症患者 260 例与正常对照 102 例，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匹

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进行失眠状况的筛查，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CST）进行执行

功能评估，生理相干与自主平衡系统（SPCS）采集心率变异性（HRV）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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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HRV 中 SDNN、RMSSD、TP、LF、HF 指标，患者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WCST
中完成分类数、概念化水平百分数，患者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持续性错误数、持续

性错误百分数、持续性应答数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HRV 中 TP、LF、HF、LF/HF 与

WCST 中错误应答数、持续性错误数、持续性错误百分数、持续性应答数呈显著负相关（p＜
0.05）。PSQI 总分与 HRV 中 SDNN、RMSSD、TP、LF、HF 呈显著正相关（p＜0.01），HRV
中 LF/HF 与 PQSI 总分及因子睡眠质量、睡眠时间、睡眠障碍、日间功能呈显著负相关（p＜
0.05）；PSQI 中入睡时间、睡眠时间与 WCST 中指标完成分类数、概念化水平百分数呈显著

正相关（p＜0.05），与错误应答数、持续性错误数、持续性错误百分数、持续性应答数呈显著

负相关（p＜0.05）；因子日间功能障碍与完成分类数、概念化水平百分数呈显著负相关（p＜
0.05），与错误应答数、持续性错误数、持续性错误百分数、持续性应答数呈显著正相关（p＜
0.01）。HRV 部分指标与反映大脑前额叶执行功能的 WCST 部分指标之间存在相关。 
结论 比较焦虑失眠患者组与对照组 HRV、WCST 各指标，焦虑失眠个体植物神经的紊乱，其

对大脑前额叶执行功能形成了影响；表明植物神经的平衡性对前额叶的执行功能有显著影响；

焦虑失眠症患者 PSQI 与 HRV 以及 WCST 的部分指标存在显著相关性，可通过焦虑失眠症患

者睡眠状况主观感受的测评预测其心理生理及认知功能存在的损害。有助于加深对广泛性焦虑

障碍失眠患者相关病理心理生理机制的理解。 
  
 
PO-164 
艾司西酞普兰对 MPTP 诱导急性帕金森小鼠模型的运动和认

知功能的影响 
 

苑晓阳,顾平,敦昌平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艾司西酞普兰对 1-甲基 -4-苯基 -1,2, 3,6-四氢吡啶 (1-methyl-4-phenyl-1,2,3,6-
tetrahydropridine, MPTP）诱导的急性帕金森病模型小鼠运动和认知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 37 只 11 周龄的健康雄性 C57BL/6J 小鼠随机分为 3 组，正常对照组（Con 组）、急

性帕金森（Parkinson’s disease, PD）模型组（PD 组）、艾司西酞普兰(Escitalopram, ESC)预
处理组，后两组均进行 20mg/kg MPTP 腹腔注射处理；ESC 组在制备 PD 模型前 3 天，每日对

该组小鼠进行 10mg/kg 的 ESC 腹腔注射。在注射前、注射后行爬杆实验和 Morris 水迷宫实验

以检测小鼠行为学变化，使用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小鼠大脑海马区脑源性营养因子(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 的浓度变化，并对小鼠海马细胞个数变化，以及黑质-纹状

体酪氨酸羟化酶阳性(tyrosine hydroxylase positive，TH+)细胞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结果 1、与 ESC 预处理组和 Con 组相比，PD 组的游泳速度明显降低，爬杆时间明显延长，学

习能力明显降低（P<0.05）； 
2、与 ESC 预处理组和 Con 组相比，PD 组小鼠海马区细胞数量及海马区 BDNF 的含量明显减

少（P<0.05）； 
3、ESC 预处理组 TH+细胞数和纹状体 TH+细胞平均光密度（MOD）与 PD 组对比有显著提高

（P<0.05）。 
结论 急性腹腔注射 MPTP 可以成功制作 PD 模型；ESC 可以改善急性 PD 模型小鼠的学习能

力和运动功能障碍，但对 MPTP 造成的记忆损害无明显改善；ESC 预处理对 PD 模型小鼠的保

护作用可能与 ESC 能够保护海马和黑质多巴胺神经元以及提高海马区 BDNF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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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65 
脑卒中患者家庭关怀对失眠状况的影响：确定控制感、希望

的链式中介作用 
 

范志光 1,袁群明 2,门瑞雪 3,崔晓丽 4 
1.长春中医药大学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 

2.东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在读研究生 
3.长春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4.长春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在读研究生 
 
 
目的 探讨脑卒中患者确定控制感与希望在家庭关怀与失眠之间的中介作用。 
方法 采用阿森斯失眠量表(AIS)、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APGAR)、安全感量表（SQ）-确定控制

感分量表、赫氏希望量表（HHI），采取整群抽样的方式，对长春市及其周边地区的 8 所医院的

194 名脑卒中患者进行调查。 
结果 ①在 Harman 单因素检验中发现，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9 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

变异量是 21.616%，小于 40%的临界标准，没有只析出一个因子或某个因子的解释率特别大的

情况，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变异。②家庭关怀、确定控制感、希望与失眠四因素显

著相关；③采用中介效应依次检验法分析希望在家庭关怀与失眠间的中介效应，家庭关怀对失

眠的直接预测效应显著，家庭关怀对希望的直接预测效应显著；当家庭关怀和希望同时进入回

归方程后，家庭关怀（t=-3.19，p<0.01）和希望（t=-2.97，p<0.01）对失眠的预测效应仍然显

著,同时 R2增加了 0.03。Soble 检验表明希望在家庭关怀与失眠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z=-2.40，
p<0.05）。④采用中介效应依次检验法分析希望在家庭关怀与失眠的中介效应，确定控制感对

失眠的直接预测效应显著，确定控制感对希望的直接预测效应显著；当确定控制感和希望同时

进入回归方程后，确定控制感对失眠的预测效应不再显著（t=-1.24，p>0.05），但希望对失眠

的预测效应十分显著（t=-3.04,p<0.01），同时 R2增加了 0.04。Soble 检验表明希望在家庭关

怀与失眠间起完全中介作用（z=-2.75，p<0.05）。⑤在 Amos Bayesian SEM 进行确定控制感

和希望在家庭关怀与失眠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检验中，各路径系数 95%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
故模型的各路径系数是显著的。确定控制感和希望在家庭关怀与失眠间的链式中介效果的平均

值为-0.06，就全部 MCMC 样本中，此值小于 0 的概率为 1.000，前 1/3(p1)、2/3(p2)与后 1/3(p3)
的概率均为 1.000，可见 p 值相当稳定；而其 95%的置信区间为-0.12 至-0.01，因不包含 0 值，

显示链式中介效果值在 0.05 水平显著。 
结论 脑卒中患者家庭关怀、失眠与确定控制感和希望密切相关，确定控制感和希望在家庭关怀

与失眠的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第 23 届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全国年会暨心身医学国际论坛 壁报交流 

121 
 

PO-166 
GAD-7 在中国综合医院住院患者中的信效度研究 

 
王瑜,陈然,张岚 

华西医院 
 
 
目的 评估中文版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The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7-item scale，GAD-
7）在中国综合医院住院患者中应用的信效度，并确定其筛查临界值，为 GAD-7 量表在该人群

的使用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以简明国际神经精神访谈(Mini-International Neuropsychiatric Interview，MINI)作为“金标

准”，评价 GAD-7 中文版的效标效度。方便抽取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569 名住院患者进行 GAD-7
评测，在完成初次评定后的第 10 天采用系统抽样方法随机抽取其中 40 名患者进行 GAD-7 重

测，并连续纳入不同分数段的 150 名患者于调查当日进行中文版 MINI 诊断性访谈。使用

SPSS18.0 分析处理数据。 
结果 GAD-7 的 Cronbach’s 系数为 0.90，各条目间的相关系数为 0.48～0.71（P＜0.01），各

条目与 GAD-7 总分的相关系数为 0.73～0.82，重测信度系数为 0.76。ROC 曲线分析显示，

GAD-7 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为 0.84（95% CI: 0.76-0.92），在 GAD-7 分界值为 9 分

时，灵敏度（66.70％）和特异度（85.80％）最佳。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该量表确为一因子结

构，即焦虑因子（解释方差 59.56%）。 
结论 中文版 GAD-7 在综合医院住院患者应用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适用于该人群焦虑障碍的

筛查。 
 
 
PO-167 
青浦区流浪乞讨肇事精神病患者风险评估及相关因素分析 

 
吴建英,易正辉 

上海市青浦区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本课题试图探讨青浦区流浪乞讨肇事精神病患者的风险度及相关影响因素，为流浪乞讨精

神病患者管理工作中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方法 本研究选取 2015 年 5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市青浦区精神卫生中心住院的

流浪乞讨精神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基线评估一般资料，分别在入院时、4 周及 8 周末采用阳性

阴性症状量表（PANSS）、外显攻击行为量表及精神病人安全风险评估表评估精神症状及安全

风险 
结果 1.流浪乞讨肇事精神病患者风险评估高风险高达 81.4%，以冲动伤人为主；2. 流浪乞讨

肇事精神病患者以家庭监护情况差，规范治疗少，文化程度低，男性为主，其中精神分裂症者

居多，急性而短暂的精神病性障碍、双相情感障碍占一定的比例，肇事行为大多在精神症状支

配下发生，其中以被害妄想、言语性幻听为主； 3.经住院规范治疗后，流浪乞讨肇事精神病患

者 PANSS 分、外显攻击行为分、风险评估分（行为异常、情绪情感、幻觉妄想症状）均有明显

的降低，与治疗前差异有显著性（P<0.05）。 
结论 1.流浪乞讨精神病患者肇事风险高。2.患者肇事风险与其精神症状、有无规范治疗和家庭

监护情况有关，应加强对精神病患者的监护和管理，促进患者康复，维护社会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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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68 
医学留学生睡眠质量及影响因素分析 

 
王勇冲,阮列敏,季蕴辛,毛家鑫,叶云 

宁波市第一医院 
 
 
目的 了解医学留学生睡眠质量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其心理健康教育及日常管理提供依据。 
方法 1：了解医学留学生上课地点、时间及住所。2：深入调查分析医学留学生的睡眠情况及其

存在的问题。3：采取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方法编制影响因素问卷。4：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PSQI)和自编影响因素问卷随机对 100 名医学留学生进行睡眠质量及其影响因素调查 
5：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医学留学生 PSQI 总分为(6.89± 3.48)分，35.24%存在睡眠质量问题，其中老挝语留学生

的睡眠质量比法语和英语留学生差(P< 0.05)；PSQI 总分及各成分得分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

段及婚否间差异无显著性(P> 0.05)。睡眠环境、学习成绩、娱乐设施、人际关系、家庭关系、

健康状况、锻炼习惯、适应状况等是影响医学留学生睡眠质量的主要因素。 
结论 医学留学生存在睡眠质量问题并受多种因素影响，需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预防和改善。睡

眠质量可以作为反映适应程度、适应快慢的参考指标。充足的、高质量的睡眠是保证他们有序

生活、有效学习和身心健康的一个重要条件。 
  
 
PO-169 

功能性胃肠病患者的患病观念特点 
 

熊娜娜,魏镜,柯美云,洪霞,李涛,朱丽明,沙悦,田国庆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索功能性胃肠病患者的患病观念，及其与患者的临床症状、心理特点及生活

质量、就医次数等之间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于 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6 月在北京协和医院门诊进行，共连续纳入六组患者。

其中，在消化科分别纳入以功能性胃肠病为代表的功能性疾病组，和以消化性溃疡或反流性食

管炎为代表的器质性疾病组；在心理医学科分别纳入以情绪症状为突出表现的抑郁症组和以躯

体不适为突出表现的躯体症状综合征组；此外，本研究分别纳入中医科和西医普内科门诊的候

诊未特定疾病组，以分别代表传统医学模式和现代西医模式中的就诊人群。本研究使用患病观

念问卷中文修订版评估患者的症状感知、疾病认知和疾病归因特点。通过路径分析和多组间比

较验证患病观念在患者的临床症状、心理特点及生活质量和就医次数等结局指标间的中介作用。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600 例患者。研究发现功能性胃肠病患者同时具有广泛的消化道内(5.4±2.4)
和消化道外(6.8±4.2)症状，负性的疾病认知特点（认为是慢性病程、带来严重影响、个人及治

疗可控性差、对疾病可理解性低及带来严重情绪压力）和多心理归因(17.8±4.3) 及文化特异性

归因(19.4±3.5)。对全样本进行路径分析，结果表明本研究假设的模型拟合良好，即患病观念在

临床症状、述情障碍和生活质量及就医次数的结局指标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多组间比较发现

功能性胃肠病亚组中以上模型和参数同样适用。此外，本研究发现肠外症状可以显著预测患者

的精神(标准化直接和间接作用分别为-0.233 和-0.231)和躯体(标准化直接和间接作用分别为-
0.265 和-0.249)维度生活质量，而肠内症状能显著预测患者的就医频率(标准化直接和间接作用

分别为 0.086 和 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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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发现患病观念在功能性胃肠病患者的临床症状、心理特点和生活质量及就医行为间

发挥着中介作用，提示对功能性胃肠病患者进行多学科合作和个性化管理的必要性。 
  
 
PO-170 

MMSE、CDT、ADL 在阿尔茨海默病中的应用价值 
 

邢永红,安中平 
天津市脑系科中心医院 

 
 
目的 讨论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画钟测验（CDT）、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
在阿尔茨海默病（AD）的应用价值，探讨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对 MMSE、CDT、ADL 分值的

影响。 
方法 采用 MMSE、CDT、ADL 对 128 例 AD 患者进行测评。所有患者均经详细的查体、血化

验检查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血糖，甲状腺功能，同型半胱氨酸，艾滋病抗体，梅毒血清学

等及头核磁共振检查，符合美国神经病学、语言障碍和卒中一老年性痴呆和相关疾病学会工作

组(NINCDSADRDA)制定的 AD 标准。MMSE、CDT、ADL 由对诊断不知情的神经心理医师进

行测评。画钟测验采用 4 分计分方法，即要求患者在白纸上画出一个钟表的表盘，把数字放在

正确的位置上，并用表针标出 8：20 的位置。画出闭锁的圆得 1 分；将数字安放在正确的位置

得 1 分；表盘上包括全部 12 个正确的数字得 1 分；将指针安放在正确的位置得 1 分。受教育

程度分为：文盲 ，小学 ，中学及以上。 
结果 男：55 例；女：73 例；年龄：55～85 岁  文盲组 13 例，小学组 29 例；中学组 86 例。

年龄与 MMSE 呈负相关，p=0.003，并且年龄与 MMSE 各分项值均呈负相关（p＜0.05）。年

龄与 CDT 呈负相关，p=0.01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年龄与 ADL 呈正相关，p=0.25，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MMSE,CDT,ADL 分值与性别无统计学意义。文化程度仅与 MMSE 分类项之语言能

力呈负相关，p=0.04，MMSE 与 ADL 呈负相关，MMSE 与 CDT 呈正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结论 MMSE、CDT、ADL 具有很好的相关性，联合应用有助于 AD 的诊断，年龄在 AD 的发 
病中起着重要作用，随着年龄的增长,MMSE、CDT、ADL 均呈加重趋势,符合 AD 的发展规律,
提示受教育程度仅与患者语言能力受损有关。 
  
 
PO-171 

创伤后应激障碍样大鼠海马区 p38MAPK 的改变 
 

庞雨婷,邢文龙,张桂青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精神创伤后应激障碍样大鼠海马区 p38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p38MAPK）的改变及

其意义。 
方法  将 Wistar 大鼠随机分为 4 组：空白对照组、PTSD 1d 组、PTSD 4d 组、PTSD 7d 组，

每组各 8 只。PTSD 组建立 SPS&S 模型，采用旷场实验、Morris 水迷宫等方法检验各组大鼠

造模前后的行为学指标变化并评估造模效果，采用逆转录酶-多聚酶链反应（RT-PCR）及蛋白

质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测定各组大鼠海马组织中 p38MAPK 的水平变化。 
结果 应激后大鼠海马区 p38MAPK 水平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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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创伤后应激障碍大鼠海马区 p38MAPK 升高，可能导致学习及记忆功能受损。 
 
 
PO-172 

有自杀未遂史的抑郁症患者的代谢相关指标研究 
 

周莉娜,王高华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既往研究曾报道有自杀未遂史的抑郁症患者与无自杀未遂史者存在脂质、糖、尿酸代谢等

多方面的差异，本研究拟探究有无自杀未遂史的抑郁症患者的代谢差异及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住院的抑郁症患者的

一般资料及血清学检测结果，包括性别、年龄、TC、TCH、HDL-C、LDL-C、Glu、UA、Cr 等。

共纳入 173 例，按照既往有无自杀未遂史划分为有自杀未遂史组 72 例、无自杀未遂史组 101
例。健康对照组资料来自同期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体检中心体检的健康者血清检测资料，共 82
例。所有资料经 Dunnett T3 多重比较得出结果。 
结果 有自杀未遂史组、无自杀未遂史组、健康对照组在年龄、性别方面无差异（p>0.05）。与

健康对照组相比，有自杀未遂史的抑郁症患者的 Tch[（3.86±0.63）mmol/L]、TG[（1.16±0.66）
mmol/L]、HDL-C[（1.14±0.26）mmol/L]、LDL-C[（2.23±0.61）mmol/L]水平与无自杀未遂史

的抑郁症患者的 Tch[（3.95±0.76）mmol/L]、TG[（1.23±0.85）mmol/L]、HDL-C[（1.14±0.25）
mmol/L]、LDL-C[（2.28±0.72）mmol/L]水平均较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有、

无自杀未遂史的抑郁症患者两组之间没有差异（p>0.05）；无自杀未遂史的抑郁症患者的

Glu[（4.64±0.45）mmol/L]、UA[（335.55±95.76）μmol/L]、Cr[（62.17±13.73）μmmol/L]水平

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有自杀未遂史的抑郁症患者的 Glu、UA、
Cr 水平与健康对照组、无自杀未遂史的抑郁症患者组相比均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有无自杀未遂史的抑郁症患者在代谢水平上没有明显差异。抑郁症患者与正常人存在脂质

代谢的差异，血糖、尿酸、肌酐水平是否有差异尚不明确。 
  
 
PO-173 

护理干预对抑郁症患者治疗的影响 
 

孙楠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 探讨抑郁症患者住院期间实行工娱治疗方法及疗效。 
方法 对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01 月收治住院的抑郁症患者给予工娱治疗，患者仍服用原精神

科药物，时间为 4 周。甲组：随机抽取 20 位患者，治疗前以及治疗后需填写护士用住院患者精

神观察量表（NOSIE）、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病人参与工娱治疗前后护士用住院患者

精神观察量表（NOSIE）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评分进行比较。乙组：将抽取 40 位患者

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除日常护理外采取工娱治疗，对照组只采取日常护理未采取

工娱治疗。观察两组患者住院期间症状改善率、住院时间、睡眠时间、患者满意度，服药依从

性。对照两组治疗前后所填写住院用护理观察量表（NOSIE）以及症状自评表（SCL-90）。 
结果 工娱治疗后，住院患者精神观察量表（NOSIE）以及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评分均有

明显升高，实验组症状改善率、住院时间、睡眠时间、住院满意度、服药依从性、住院患者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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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观察量表（NOSIE）以及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工娱治疗能够加速住院患者的康复，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护理满意度，促进社会功

能恢复，对住院患者来说是一项有意义的辅助治疗。 
 
 
PO-174 
医护心一体的入院团体健康宣教模式对提高 心身病房患者治

疗依从性的影响研究 
 

王云琼 
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医护心一体的入院团体健康宣教模式在提高心身病房患者治疗依从性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心身科就诊患者 72 例，按照随机数字排列法分为对照组与干预组各 36 例，对

照组实施常规健康宣教，干预组实施医护心一体的入院团体健康宣教模式，比较两组患者的平

均入院日、治疗依从性、健康知识水平以及健康宣教满意度。 
结果 对照组平均住院日为长于干预组平均住院日（P<0.05）；干预组治疗依从率高于对照组

（P<0.05）；两组患者出院当日的健康知识水平均较入院当日有显著提升，且干预组患者健康

知识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健康教育满意度得分也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通过给予心身病房患者医护心一体的入院团体健康宣教模式，其治疗依从性、健康知识水

平以及满意度均可得到有效提升，故值得推广。 
  
 
PO-175 

磁共振质子波谱分析谷氨酸能水平在首发精神分裂症中 
的研究进展 

 
袁念,杜向东 

苏州市广济医院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是一组病因未明的精神疾病，具有思维、情感、行为等多

方面的障碍，以精神活动和环境不协调为特征。精神分裂症的现代神经科学研究的范围包括分

子神经病理学、分子遗传学、神经生理学、活体脑成像及精神药理学，但对病理生理学机制的

认识是有限的。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脑内代谢物的异常。磁共振波谱

（hydrogen-prot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MRS）可无创性活体检测脑组织的生

化代谢，为精神分裂症的病理生理学机制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方法，在过去的 10年中 MR硬件和

软件的发展，特别是空间分辨力和代谢物分辨率的提高及更准确的代谢物定量法的应用，已经

获得了有价值的病理生理学信息 [1]。  
一、磁共振质子波谱（1H-MRS） 

目前临床中较常用到的 MRS分析方法是磁共振质子波谱（1H-MRS）和磁共振磷波谱（31P-

MRS），其中 1H-MRS 临床应用技术最成熟，应用也最方便、最广泛。磁共振质子波谱的基本原

理是：含相同原子（如氢原子 H1）的不同生化物质，由于分子结构不同，在磁共振时具有不同

的共振频率。将人体置于强磁场中，通过一定的设备可将单位体积活体组织中含同一原子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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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生化物质的各自共振频率以波峰的形式记录下来。不同的生化物质，由于共振频率不同，

MRS 表现为其波峰（被称为共振峰）在横轴上的位置不同。目前有两种方法可以测量生化物质

的浓度，一是直接测量波峰下的面积，称为半定量法。二是用所测生化物质的波峰下面积与已

知含量或含量恒定的生化物质波峰下面积的比值所表达的物质浓度，称为相对定量。绝对定量

方法复杂、很难直接测得结果。而相对定量则操作简单、易于计算。1H-MRS谱线中共振峰对应

的脑部代谢物主要包括：乙酰脂（N-acetylaspartate，NAA）、肌酸（creatine，Cr）、胆碱

（choline，Cho）、谷氨酸类化合物（glutamate，Glu/glutamine，Gln，称为 Glx）、γ-氨

基丁酸（γ-aminobutyric acid，GABA）、肌醇（myo-inositol，MI）等。NAA多被认为是神

经元的标志物，其含量反映神经元的数量或功能状况。Cr为能量代谢产物，常作为参照物来

衡量其他代谢物的含量。Cho 在脑内主要存在于脂质，参与细胞膜的构成。Glx中 Glu与 Gln

常难以分开，Glu为兴奋性神经递质，Gln为抑制性神经递质。MI是神经胶质细胞的标志物，

与脑的渗透调节及细胞膜磷脂代谢有关 [2]。本文主要介绍应用 1H-MRS来测量谷氨酸及其代谢

物，谷氨酸受体包括 N-甲基-D-天冬氨酸型谷氨酸受体（NMDAR）和代谢型谷氨酸受体

（mGluRs）。精神分裂症的谷氨酸假说认为，脑内的谷氨酸能途径紊乱和谷氨酸受体信号传导

障碍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有关，是精神分裂症的病理生理学多巴胺假说的补充理论 [3]。该理论

的证据主要来自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PCP和氯胺酮的药物研究。因这两种药物可阻断

NMDAR，并产生了类似精神分裂症的阳性、阴性和认知症状。MRS可无创的测量精神分裂症个

体脑内谷氨酸能水平以此来研究 NMDAR 的功能，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途径。 
二、谷氨酸能水平在首发精神分裂症不同脑区的研究结果 
2.1.额叶 
2.1.1. 背侧前额叶皮层（DLPFC） 

多数研究报告表明，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FE）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

及相邻白质中的 Glu、Gln或 Glx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4, 5]。一项双生子研究显示，患者组和健康

对照组 DLPFC 中的 Glu 水平比较，也没有显著差异 [6]。但是仍有研究报告指出首发精神分裂症

患者与慢性精神分裂症病人相比较，其 Glu 和 Gln 的水平升高 [7]。但在一项长期的抗精神病药

物治疗的研究中则观察到患者的 DLPFC 中 Glx 水平降低。另一项研究报告指出，药物治疗老年

慢性患者的左前额白质中 Glx水平升高 [8]。 
Kirtaş D等人在一项治疗首发分裂症的研究中表明，无论是首发患者组与或高危患者组的

Gln 或 Glx，与健康对照组之间的谷氨酸能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该研究希望发现抗精神病药

物是否对 DLPFC 区域的谷氨酸能水平有直接作用。通过测量同一组患者在治疗前后的谷氨酸能

水平，结果发现治疗前后的组间 Glx浓度差异仍无统计学意义 [9]。Stanley 等研究提示，首发患

者在接受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约 14 周后，其 Gln水平下降。该研究还发现首发患者在用抗精神病

药物治疗 6 个月后，其 Glx 水平也降低 [10]。Szulc 等在基线期和经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后的第 40

天进行分别扫描，发现患者组治疗前后的 Glx 水平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该研究根据 PANSS 临

床症状量表减分率将患者组分为治疗有效组和疗效欠佳组后发现，在治疗有效组基线期与治疗

40天后比较时，发现该脑区的 Glx 的水平下降，且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上述差异提示，谷氨

酸能水平的变化可能随着疾病的不同阶段而改变 [11]。 
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希望使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简明精神评估量表（BPRS）

来寻找 DLPFC 脑区中谷氨酸能水平与临床症状之间是否存在潜在的相关性，并分别研究了阴性

症状评估量表（SANS）和阳性症状评估量表（SAPS）与谷氨酸能水平之间的相关性。大多数研

究未能找到 Glx与相关量表之间存在显着的临床相关性。然而 Matsuzawa D的一项研究中发现，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与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 DLPFC脑区中的 Glx 水平与在 BPRS 和 SANS 的评分

存在相关性，该研究还观察到慢性患者组中的 Glx水平和 PANSS量表总评分之间存在负相关 [12]。

Szulc 等人在比较药物治疗的首发患者组和药物治疗的慢性患者组时发现，在药物治疗的慢性

患者组中的 Glx水平和 PANSS评分、听觉 - 口语学习测试的分数之间则存在一定的正相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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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脑 DLPFC 中似乎没有明显的谷氨酸能异常，且未经治疗的

患者组和健康对照组之间的谷氨酸能水平一致。临床相关性研究也是提示阴性或不一致的结果，

或许是由于药物治疗降低了谷氨酸能水平。这些不同的结果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来明确。 
2.1.2. 内侧前额皮质（MPFC）包括前扣带皮层（ACC） 

在磁共振质子波谱扫面中，因内侧前额皮质（MPFC）和前扣带皮层（ACC）在 MRS体素扫描

时，两者的区域通常有重叠。故在结果分析中常常将两个脑区的结果汇总在一起。 
对于未经治疗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目前的几项研究中观察到谷氨酸能水平升高。这些

研究提示，该区域的 Gln水平升高，且相邻脑区白质的 GABA 和 Glu的水平也升高 [8, 13]。然而，

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组和健康对照组之间的 Glu 或 Gln 水平比较差异没

有统计学意义 [9]。且大量的研究提示，慢性药物治疗的患者与健康对照组相比，Glu、Gln或 Glx

水平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14]。也有报道指出患者组 Glx 水平相对降低了。Kegeles 等人的研究了

药物治疗对 MPFC 脑区的 Glx 水平影响，在该研究中未经治疗的患者组和健康对照组进行了比

较，发现未经治疗的患者组的 Glx 水平升高，但健康对照组与经药物治疗后的患者组相比，则

没有发现 Glx 水平有差异 [15]。但仍有两项研究报告发现，在高危患者组和未经治疗患者组中，

Gln 的水平是升高，且 Glu / Gln比值也升高 [16, 17]。同时还有几项研究检测了具有高危风险的患

者脑内 MPFC 的谷氨酸能水平，这些研究报告指出，高危患者组和健康对照之间的谷氨酸能水平

无论是 Glx还是 Glu均没有统计学差异 [18, 19]。 
药物的使用可能对 MPFC 和 ACC 中的谷氨酸能水平有一定的直接影响。Xu S 等人的一项研

究报告指出，在慢性病患者使用典型或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治疗 4 周至 6 个月后，其 GABA + 

Glu 的水平下降 [20]。然而，Moore CM 等人的另一项研究则指出，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使用利

培酮药物治疗四周后，与基线期进行比较，未发现谷氨酸能水平有变化。该研究还进行了 30或

80 个月的随访研究，但仍未发现患者组中的谷氨酸能水平有变化 [21]。Egerton 等人在用抗精神

病药物治疗至少 1月后，检测了首发患者脑区 MPFC的 Glu水平。该研究依据 PANSS量表评分将

患者分为症状缓解组和症状持续组，发现症状持续组与症状缓解组比较 Glu 水平高，且差异存

在统计学意义 [22]。 
在相关性分析中，一些研究调查了 MPFC脑区谷氨酸能水平与临床症状（如 PANSS，SANS 和

SAPS，BPRS 和 N-back 工作记忆测试等）之间的潜在关系。大多数这些研究未能找到显着的相

关性。但是 Aydin K等人的研究观察到谷氨酸能水平与 PANSS量表中的阳性和阴性症状之间存

在正相关，而谷氨酸能水平与功能大体评定量表（GAF）之间存在负相关 [23]。 
总之，大部分的研究报告指出，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较，在 MPFC 中的谷

氨酸能水平升高。药物治疗后，患者的谷氨酸能水平是否有变化仍不太清楚，尽管大多数研究

表明，经药物治疗后患者的谷氨酸能水平与健康对照相似。但这些研究表明，药物有可能降低

患者 MPFC中的谷氨酸能水平，故经过药物治疗后高水平的谷氨酸能有可能恢复到正常水平。然

而，对未经药物治疗和药物治疗的患者进行纵向研究的数量很少，并且仅有的少量研究其结果

也不一致。因此仍需进一步的研究来探索 MPFC 脑区的谷氨酸能水平的变化。 
2.2. 海马/内侧颞叶 

有研究对海马区或内侧颞叶的海马区以及颞叶区域的谷氨酸能水平进行了检测。

Strzelecki D等人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在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经药物治疗前后、药物治疗的

慢性分裂症患者、高危人群和健康对照受试者之间，其 Glu或 Gln在统计学上均无显著差异 [24]。

一项双生子研究表明，患者组和健康对照组之间的海马区的 Glu 水平在统计学上无差异 [6]。

Galinska等人在海马和颞皮质对谷氨酸能水平进行检测，并指出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健康对

照组之间的 Glx 水平没有差异 [25]。但有三项研究报道了，慢性药物治疗患者组健康与健康对照

组比较，其 Glu 和 Glx 水平升高，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 8, 26]。另一项最近的研究报道指出，未

经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海马区和颞叶的 Glx 水平升高，该研究还推测了其 Glx 水平可能和海

马体积之间呈负相关 [18]。Kegeles 等人研究了慢性分裂症患者海马区 Glx与胆碱（Cho）比值的

变化指数。该研究提示了患者组的左侧海马中 Glx / Cho比值较右侧高，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7]。

另有研究调查了药物是否对海马和颞叶谷氨酸能水平存在直接作用。Szulc 等人研究了首发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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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分裂症患者在服药在用利培酮治疗至少四周后，观察到研究中治疗前后Glx水平没有变化 [28]。

但另一组研究，使用非抗精神病药物乙基二十碳五烯酸（E-EPA）和一种ω-3脂肪酸对首发精神

分裂症患者经治疗 12 周后的谷氨酸能水平的影响。他们观察到左侧海马和颞叶中的 Glx水平经

治疗后较治疗前升高，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9]。 
此外，也有几项研究分析了海马区谷氨酸能水平与临床症状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Rusch 等

人报道了在患者组的海马区 Glx 水平与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CST）中的完成分类数之间的

百分比呈负相关，其 Glx水平和 WCST 中的持续性错误数之间存在正相关。通过 PANSS 量表评分

中的阴性子量表相关性分析提示，Glx水平和阴性症状之间呈正相关，而 Glx水平与 GAS2评分

之间存在负相关。在 BPRS或 SANS 评分与 Glx水平之间则没有显着相关性 [30]。 
总而言之，海马区谷氨酸能水平的研究大多是阴性的发现，尽管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未

经治疗患者的 Glx 的升高与海马体积呈负相关。但一项纵向研究报告并未发现药物治疗后有相

关改变。但又有几份报告提示，经药物治疗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海马区的谷氨酸能水平升

高。此外，一些研究还表明，升高的谷氨酸水平与较差的执行功能和功能大体评定量表（GAF）

之间的存在相关性，但相关研究仍较少，因此需要进一步的重复实验来明确。 
三、小结 

随着磁共振质子波谱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脑内代谢产物的研究也日益

增多。谷氨酸是中枢神经系统内含量最高，且作用最广泛的兴奋性氨基酸，其主要集中在前脑，

从新皮质到后脑逐渐减少，因此在不同的脑区其含量是有所差异的。通过上述的总结，也发现

在疾病的不同阶段，相同脑区的谷氨酸含量也会有差异。目前在精神分裂症 1H-MRS的研究结果

存在一定的差异，考虑可能存在以下原因：1.精神分裂症诊断的异质性；2.年龄、性别、病程

以及药物的影响尚未能完全排除；3.MRS空间定位技术仍存在差异，参数设置标准尚无统一；4.

一些难以处理的 MRS 伪影等。因此，扩大样本含量，统一 MRS 扫描参数，应用更加先进的计算

机软件系统处理扫描伪影，将提高研究的可重复性。 
精神分裂症的病因仍不明确，目前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对脑内神经递质的异常进行探讨，尤

其是谷氨酸和 GABA。而随着技术手段的发展，使用 MRS来研究脑内神经代谢产物将会变得容

易。尽管目前 1H-MRS 在精神分裂症中的研究，受到很多潜在混杂因素的影响。但延长随访时

间，以更加有效的方法来研究药物、年龄及病程对脑部神经生化物质代谢的影响。将为进一步

探讨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假说（神经发育假说、神经递质假说）及认知功能的损害提供更有利的

证据。 
 
 
PO-176 

氧化应激与卒中后焦虑的关系 
 

柳智华,何金彩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卒中后焦虑是卒中常见的并发症，严重影响卒中人群的功能预后。但是卒中后抑郁的发病

机制尚未明确。故本研究旨在探讨氧化应激(oxidative stress,OS)与卒中后焦虑的关系。 
方法 选择 2013 年 10月至 2014 年 9 月在温州医科大学神经内科住院病房急性脑梗死病人 203
例。对所有入组患者在住院 24 小时内采集血液标本进行氧化应激标志物检测。采用比色法检测

血清丙二醛（MDA),用 ELISA 法检测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氢酶（CAT) 和谷光甘肽过

氧化物酶（GPX)。经过培训的精神科医师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A 筛查是否有抑郁症状，

可能有焦虑症状的患者（HAMA 分数>7 分）将进一步经过 DSM-4 的结构化访谈诊断为卒中后

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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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卒中后焦虑组与无焦虑组比较,卒中后焦虑组血清 MDA、SOD、CAT 和 GPX 表达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 Spearman 等级相关分析显示焦虑组的血清 MDA 表达的水平

与 HAMA 评分呈正相关（r=0.289, P=0.044),GPX 和 CAT（r=0.620, P<0.001）、SOD 水平

（ r=0.732, P<0.001）呈正相关，CAT 和 SOD 水平（r=0.608, P<0.001）呈正相关。（3)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经过调整相关混杂因素后, 急性期的 MDA 水平、抗氧化化物酶 SOD、CAT 
和 GPX、出院时的日常生活能力 Barthel Index 、出院时的睡眠质量 PSQI 分数均是卒中后一

个月焦虑的独立危险因素。 (4)应用血清 MDA 水平判断卒中后抑郁预后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AUC 0.763, 95% CI 0.683–0.844; P<0.001），诊断点为 3.0 nmol/ml, 敏感性和特异性均为

71.43%。曲线下面积大于住院时的 NIHSS 和出院时的 BI 分数。 
结论 卒中后患者高水平的氧化应激标志物可能参与了卒中后焦虑的发病机制。 
 
 
PO-177 

卒中后抑郁与空腹血糖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王琼章,何金彩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卒中后抑郁作为卒中后出现的一种常见的严重精神障碍会导致不良的预后和更高的致死

率，其发生率高达 30%。糖尿病作为一种常见的代谢性疾病，已经被证明与抑郁症和脑梗死相

关。有研究证明糖尿病患者及糖耐量异常的患者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但不同的糖代谢状态与

抑郁的关系目前存在争议。另外，目前国内外尚缺乏不同糖代谢状态与卒中后抑郁的相关研究，

本文的目的是探究卒中后抑郁与不同糖代谢状态的关系。 
方法 我们招募了 2013 年 10 月至 2015 年 3 月期间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入院

后的 275 名急性中风患者，并随访 1 个月。在入院后的 24 小时内测量了空腹血糖、餐后血糖、

糖基化血红蛋白和维生素 D 的浓度。1 个月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大于 7 分的并符合 DSM-4 诊

断标准的患者被诊断为卒中后抑郁。 
结果 相比非卒中后抑郁的患者，卒中后抑郁的患者有更高的空腹血糖水平和更低的维生素 D
水平(4.70-6.90mmol/Lvs4.30-5.63mmol/L,Z=-3.036,P=0.002;  
45.90±23.08nmol/Lvs58.51±32.34nmol/L,t=3.126,P=0.002)，然而餐后两小时血糖和糖化血红

蛋白的水平在这两组中不存在差异。在二元 logistic 回归中，空糖水平三分组的最低层(空腹血

糖≤4.6mmol/L)和低的维生素 D 水平与卒中后抑郁的发生有关，在调节了其他可能的相关因素

之后 (OR=2.48;95% CI:1.279-4.806;P=0.007and OR=0.984;95% CI: 0.973-0.996;P=0.007)。
卒中病人的空腹血糖和血清维生素 D 水平存在负相关 (r=-0.98 ,P=0.017)。此外，空腹血糖＞

7mmol/L 和入院后被诊断为糖尿病的患者(空腹血糖 ≥7mmol/L 或餐后 2h 血糖 ≥11.1 mmol/L)
更容易发生卒中后抑郁（X2 =5.428, P=0.02; X2=5.205,P=0.023）。同时有空腹血糖升高和维

生素 D 缺乏的患者发生卒中后抑郁的发生率高达 52.17%，远高于只有其中一项和无以上表现

的患者（X2=12.624, P=0.002）。 
结论 我们发现卒中急性期空腹血糖升高的患者更容易患卒中后抑郁。另外，卒中期有更高的空

腹血糖水平的患者更容易有更低的血清维生素 D 水平，而升高的空腹血糖水平和降低的血清维

生素 D 水平均与卒中后抑郁发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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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8 
电脑中频治疗仪在抑郁症合并便秘患者中的应用 

 
谭靓靓,孙楠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 探讨中频治疗仪在抑郁症合并便秘患者中的疗效观察。 
方法 对 2017 年 7 月-2017 年 9 月收治的抑郁症合并有便秘的患者共 68 人，按照入院先后顺

序，随机单号和双号，其中单号为治疗组，双号为对照各 34 人，两组患者除了给予运动、饮食、

药物等护理指导外，对照组单纯使用杜密克缓泻剂进行治疗，每日三次，每次 15ml，治疗组在

使用杜密克治疗的基础上加用电脑中频治疗。该治疗由接受过专业培训的护士进行操作，治疗

部位选择为脐部旁开两指（天枢穴），将 2 个电极片并排黏贴此处，选择 3 号处方，调整合适

的强度，每日一次，每次 20 分钟。治疗后观察患者的排便情况，并进行登记。经过一周的治疗

后，观察起效时间、临床疗效等。 
结果 经治疗后治疗组患者疗效较对照组起效快(P<0．001)，疗效较对照组好（P<0.001）,复发

率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采用中频治疗仪治疗便秘，有利于调节肠道功能，促进肠道蠕动，不仅可以减少抗抑郁药

物的不良反应，而且还减少了抑郁症患者因便秘带来的痛苦及危害，减少患者的负性情绪，提

高患者生活的满意度。 
  
 
PO-179 

品管圈在将低心理精神科患者跌倒发生率中的应用 
 

谭靓靓,杨莉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 运用品管圈方法，分析心理精神科住院患者跌倒的风险因素，找出改进措施，从而降低住

院患者跌倒的发生率。 
方法 由心理精神科 13 名护士组成 QCC 小组，本病区 2017 年 5 月到 2017 年 8 月住院期间发

生跌倒的患者共 15 名，占住院患者的 8%，目标设定跌倒发生率控制在 1%，进行头脑风暴，

通过人、机、料、法、环等五个方面进行原因分析，找出发生跌倒的主要原因是患者角色淡漠、

鞋子选择不合适、更换抗精神病药物未及时关注和指导等，并绘制因果分析示意图，全体圈员

按照可行性、迫切性、圈能力等指标进行对策拟定并实施，制定对策为加强跌倒风险因素的评

估，加强跌倒的危险因素的宣教、环境的全面评估。最后进行效果确认，制定预防跌倒流程和

患者床边提示卡。 
结果 患者的跌倒发生率由实施 QCC 前的 8%降到 1%。 
结论 通过 QCC 的实施降低患者跌倒的发生率，让患者认识到使用抗精神病药物的危险因素，

提高护理人员的风险因素的评估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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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0 
Study on expression of P2Y12 receptors of platelets in 

stable heart disease with depression patients 
 

Hou Yanbin,Ji Yunxin,Ruan Liemin 
Ningbo First Hospital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platelet P2Y12 receptor in patients with stabl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depression.  
Methods  One hundred twenty-six patients with stabl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dmitted from 
Jan. 2013 to Sep. 2016 in Ningbo First Hospital were enrolled，including 61 cases who met 
the criteria of depression and 65 cases without depression；and 73 healthy controls were 
recruited. The P2Y12 receptor expression on platelets was measured by flow cytometry. 
Results  The mean fluorescence intensities of P2Y12 expressed in platelets in the depression 
group (49.72±16.69) ha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P2Y12 levels than that in non depression 
group (42.92±12.76)(t=2.556, P=0.035) and control (33.22±13.29) (t=6.243，P=0.00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P2Y12 receptor levels and HAMD scores (P>0.05). 
Conclusion  It suggests that the expression of P2Y12 receptors increase in patients with 
stabl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depression compared to non-depression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Platelets may be a potential link between stabl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depression. 
 
 
PO-181 
艺术疗法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症状改善和功能恢复的系统评价 

 
王巍,刘烟,王宁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系统评价艺术疗法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改善症状和恢复功能方面的效果。 
方法 检索 Cochrane 图书馆、JBI 循证卫生保健国际合作中心图书馆、Pubmed、中国生物医

学文献数据库、WanFang、VIP、CNKI 中关于艺术疗法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效果的随机对照

试验，检索时间为 1980 年至 2015 年，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筛选文献、提取资料与质量评价后，

采用 RevMan5.1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共纳入 9 项随机对照试验。Meta 分析结果显示标准化治疗辅以艺术疗法干预组(干预组)
比标准化治疗组(对照组)更能有效缓解患者阴性症状,提升患者自尊水平。但是 2 组在阳性症状

及功能的改善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标准化治疗基础之上辅以艺术疗法，能够改善患者的阴性症状及自

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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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2 
2015-2016 年氯氮平血药浓度监测及结果分析 

 
张颖 

宁波市精神病院 
 
 
目的 通过对我院 278 例患者的氯氮平血药浓度监测结果进行分析，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科学

依据。方法:对 278 例患者的氯氮平血药浓度，用 Excel 电子表格对监测的数据进行统计，并查

阅相关文献，对监测结果进行综合分析评价。结果:在 278 例监测结果中，共有 74 例氯氮平血

药浓度在 300～600ng/ml 的有效浓度范围内，占 26.62%；146 例血药浓度在＜300ng/ml，占

52.52%；有 58 例血药浓度在＞600ng/ml 占 20.86%。 结论:对使用氯氮平的患者进行血药浓

度监测有重要临床意义，临床医生和临床药师，应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为临床安全、有效、

合理使用该类药物提供科学依据，以便更好的为患者制定个体化给药方案。 
方法   对我院 2015--2016 年进行氯氮平血药浓度监测的 278 例病例，利用 Excel 电子表格对

检测的数据进行统计，并查阅相关文献，对结果进行综合分析评价。 
结果 氯氮平血药浓度统计分析 年龄的统计分析 
结论 临床药师和医师应该在加强对患者的用药教育，提高患者依从性的基础上，全面了解患者

的基础疾病和用药情况，充分发挥氯氮平血药浓度监测的作用。 
氯氮平血药浓度的监测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鉴于氯氮平影响因素较多，患者的个体差异大，

临床医生和临床药师在解读氯氮平血药浓度时更应多方面权衡，不仅要考虑氯氮平血药浓度结

果，而且要结合患者的临床情况。医生应听取临床药师的建议，做到患者用药个体化，才能保

障用药的安全性，有效性以及合理性。 
  
 
PO-183 
首发未服药抑郁症患者色氨酸羟化酶 2 基因多态性与脑白质

微结构的关系 
 

平亮亮,程宇琪,周聪,许秀峰,沈宗霖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色氨酸羟化酶 2（TPH2）基因是与抑郁症（MDD）发病机制有关的一个重要的候选基

因，既往研究显示 MDD 大脑白质结构存在异常，本研究旨在探讨首发未服药抑郁症患者色氨

酸羟化酶 2 基因 rs4570625 多态性对脑白质结构完整性的影响。 
方法  对 118 例首发未服药抑郁症患者（病例组）及 118 名健康志愿者（对照组）进行扩散张

量成像（DTI）扫描，并从研究对象外周静脉血提取 DNA 进行 TPH2 基因分型，运用基于纤维

束骨架的空间统计方法(TBSS)分析白质纤维束各向异性分数(FA)。 
结果    我们发现与健康对照组相比，首发未服药抑郁症患者的胼胝体膝部及体部、双侧前放射

冠的平均 FA 值显著降低。MDD 组内，与 TPH2-rs4570625 位点 T 等位基因携带者（GT/TT）
相比，GG 基因型携带者的左侧内囊晶状体后部平均 FA 值显著降低。 
结论    我们的研究发现首发未服药抑郁症患者在胼胝体膝部及体部、双侧前放射冠的白质纤维

束完整性异常，并且在 MDD 组内 TPH2-rs457625 多态性与部分脑区的 FA 值下降有关。这些

结果表明 TPH2 rs4570625 基因可能在大脑白质结构改变中起重要作用，可能有助于阐明 MDD
的神经生物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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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4 
微电流刺激仪联合抗抑郁药物治疗脑卒中后焦虑抑郁状态 

 
尚芙蓉 

襄樊市中心医院 
 
 
目的 观察微电流刺激仪（CES）联合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治疗脑卒中后焦虑抑郁状态的疗效。

分析卒中后焦虑抑郁状态患者治疗前后症状自评量表（SCL-90）、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和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评分评定疗效。探讨 CES 联合药物

治疗脑卒中后焦虑抑郁状态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我院神经内科门诊收治了脑卒中后焦虑抑郁状态的 50 例患

者，年龄 27-69 岁，平均（56.5±7.5）岁。男 26 例，女 24 例。按就诊顺序随机分为两组，治

疗组 25 例和对照组 25 例。对照组采用口服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 10mg 一天一次。治疗组采

用 CES 联合草酸艾司西酞普兰。CES 每次治疗 20 分钟，每周 5 次，草酸艾司西酞普兰剂量同

对照组。两组均以连续治疗 4 周为 1 个疗程。治疗前及治疗后第 2、4 周末，采用 SCL-90、
HAMD、HAMA 评分和 ADL 评分进行临床总体疗效评估。 
结果 两组患者 SCL-90、HAMD、HAMA 和 ADL 评分治疗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组患者治疗第 2、4 周后，SCL-90 评分、HAMD、HAMA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ADL 评分高

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期间均无明显不良反应，不良

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CES 是透过耳夹电极导入与人体生物电流极为接近的一种特殊低强度电流，改变异常脑

电波，增强脑电 α 波活动，降低 δ 波活动，激发神经递质释放，如内源性吗啡肽、去甲肾上腺

素、多巴胺、5-羟色胺、r-氨基丁酸等，使神经递质功能正常化。CES 联合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治

疗脑卒中后焦虑抑郁状态有效改善焦虑、抑郁等症状及日常生活能力。安全简单易行，疗效明

确。 
  
 
PO-185 

急性轻中度脑梗死患者 NIHSS 评分与卒中后抑郁的 
相关性研究 

 
鲍军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60 医院 
 
 
目的 探讨急性脑梗死患者 NIHSS 评分与卒中后抑郁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2 月至 2017 年 2 月我院神经内科住院的急性轻中度脑梗死患者，所

有患者于入院后第 3 日进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DRS）评分，分为非 PSD 组和 PSD 组，采

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评分（NIHSS）量表评定各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情况，分为极轻度

卒中、轻度卒中和中度卒中，分析卒中后抑郁（PSD）的发生与 NIHSS 评分的关系。 
结果 450 例急性脑梗死患者 PSD 组 154 例，非 PSD 组 296 例，PSD 的患病率为 34.22％。

NIHSS 评分越高 PSD 的发生率越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卒中后抑郁更易发生在中度卒中患者中，中度卒中患者应尽早预防卒中后抑郁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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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6 
中国北方汉族糖尿病人群罹患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因素分析 

 
陈睿,于珮 

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 
 
 
目的 探讨中国北方汉族糖尿病人群罹患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因素。为糖尿病患者合并认知功能

障碍的临床诊断、预防及其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本研究共收集病例 100 例，所有病例均来自于 2012 年 9 月至 2013 年 12 月就诊于天津

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的确诊为 2 型糖尿病的患者。综合利用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
临床认知功能障碍量表(Clinical Dementia Rating，CDR)和总体衰退量表(Global Deteriorate 
Scale，GDS)对患者我的认知功能进行评定。将收集到的各种变量进行统计，由 SPSS 17.0 软

件以及 GraphPad Prism 软件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 
结果 所有样本的年龄范围为 42-80 岁，平均为 61±11 岁。糖尿病合并认知功能障碍患者 43 例

（43%），其中男性 20 人（40%），女性 23 人（46%）。所有样本糖尿病病程范围为 1-27 年，

平均病程为 11.5±8 年，且病程越长，罹患认知功能障碍的可能性越大（χ2=30.213，df=4，
P<0.001）。文化程度越高，糖尿病患者罹患认知功能障碍的可能性越低（χ2=10.817，df=4，
P=0.029）。 合并有肾病 
（χ2=6.656，p=0.010）、代谢脂紊乱（χ2=8.3，p=0.004）、脑梗（χ2=7.217，p=0.007）、消

化系统病变（χ2=4.456，p=0.035）、高粘血症（χ2=17.993，p<0.001）、肥胖（χ2=6.221，p=0.013）
的糖尿病患者罹患认知障碍的风险显着增加。 
结论 低文化程度以及长病程糖尿病为糖尿病患者罹患认知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与血脂代谢有

关的糖尿病并发症可增加糖尿病患者罹患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其它风险因素包括：高血压、

肥胖、糖尿病性肾病、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以及糖尿病家族史等。本研究为糖尿病患者伴发

认知功能障碍的诊断、预防和治疗提供了参考依据。 
>GDS)对患者我的认知功能进行评定。将收集到的各种变量进行统计，由 SPSS 17.0 软件以及

GraphPad Prism 软件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 
  
 
PO-187 

失眠认知行为治疗对于失眠共病焦虑症的疗效观察 
 

邹学良 
江西省精神病院 

 
 
目的 探讨失眠认知行为疗法（CBT-I）对于焦虑症失眠症状（或称与焦虑症共病的失眠）的疗

效。 
方法 36 名经药物治疗后处于缓解期，但仍残留有失眠症状的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被随机分为

三组，接受 CBT-I、失眠相关健康教育、口服劳拉西泮（1-2mg）中的任意一种治疗，然后比较

CBT-I 与后两种方法在睡眠及焦虑状况上的疗效。 
结果 33 名受试者完成研究， CBT-I 与失眠心理健康教育相比，能明显降低失眠严重程度量表

（ISI）评分（P=0.03），提高睡眠日记采集的睡眠效率（p=0.01），也提高多导睡眠监测采集

的睡眠效率（P=0.02），并增加深睡眠时间（P=0.04），显著降低受试者的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A）评分（P=0.04）；CBT-I 与劳拉西泮相比，在 ISI 评分、睡眠效率、总睡眠时间及

HAMA 评分上无明显差异，但可明显增加深睡眠时间（P=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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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CBT-I 既能明显改善焦虑症患者的失眠症状，也能改善其焦虑症状，这些疗效与劳拉西泮

相当。 
  
 
PO-188 

青少年骨髓移植对家庭兄弟姐妹的影响及处理措施 
 

毛家鑫,阮列敏 
宁波市第一医院 

 
 
目的 一些严重的血液病会给家庭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尤其发生在家庭青少年成员身上，本文

探索家庭中青少年要进行骨髓移植时，其兄弟姐妹会产生怎么的心理反应，并提供相应的处理

措施。 
方法 查阅近年来青少年骨髓移植对其他青少年家庭成员的影响并如何进行相应的心理干预的

相关文献并进行总结。 
结果 1.兄弟姐妹的心理反应：（1)病人和父母分开会使其他青少年家庭成员产生消极反应;(2)会
感受到负面的情绪;(3)觉得自己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或负担;(4)缺乏疾病及治疗的相关信息;(5)会
感觉到自己被家庭排除在外。 
2.父母的处理措施如下:(1)共同分享已知的相关信息;(2)充分利用社会提供的支持和家人或朋友

的帮助;(3)带兄弟姐妹去医院看望患者;(4)有意无意的与其交流;(5)筹办特殊的事件或者给与礼

物或留出一定的时间给兄弟姐妹;(6)提供给兄弟姐妹一个确切的在移植过程中的角色来帮助家

庭;(7)父母轮替留在医院;(8)保持兄弟姐妹的原来生活不变;(9)安排兄弟姐妹们会见一个儿童生

活专家或学校辅导员。 
结论 理解上述处理措施并与其他存在类似情况的家庭分享上述措施就可以试着解决在青少年

家庭成员进行骨髓移植时其兄弟姐妹的心理问题，并可以帮助提高医院、社区对该类家庭的工

作效果。 
 
 
PO-189 

早期生长环境对大鼠空间学习能力的长远影响 
 

金凤奎 1,李明 1,张聪沛 1,陈力 2 
1.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 

2.哈尔滨医科大学 
 
 
目的  为了研究不同的早期生长环境对大鼠学习记忆能力方面的长远影响，通过设计早期束缚

应激模型和成年期强迫冷水游泳应激模型来进行了大鼠学习记忆方面的纵向实验。用八臂迷宫

检测了大鼠的学习记忆水平。 
方法  对对照组（C 组），早期应激组（ES 组）及早期丰富环境组（EE 组）大鼠的空间学习

记忆实验过程分为连续 7 天的训练和连续 8 天的测试，而且将 8 天的工作记忆测试成绩用于统

计学分析。 
结果  P79 时，早期束缚应激结束并回归标准生长环境一个月后对照组、早期束缚应激组和早

期丰富环境组大鼠的工作记忆错误的变化。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工作记忆错误数据进行了统

计学分析（Mean ± SD）。vs C1：＊P<0.05，※P<0.01；vs EE：☆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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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6 时，对照组，成年强迫冷水游泳应激结束并回归标准生长环境一个月后的早期束缚应激

组、早期标准生长环境组和早期丰富环境组大鼠的工作记忆错误的变化。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对工作记忆错误数据进行了统计学分析（Mean ± SD）。 vs C3：＊P<0.05，※P<0.01；vs EE
＋ASS＋1M：☆P<0.05，★P<0.01；vs ASS＋1M：△P<0.05，▲P<0.01 
结论 第一、早期束缚应激抑制了成年期大鼠空间学习能力的恢复。 
第二、早期丰富环境提升了成年期大鼠的空间学习能力。 
第三、早期生长环境影响了成年后大鼠的空间学习能力。 
  
 
PO-190 

背部走罐治疗失眠症的临床研究 
 

范竹青,陈颖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目的 观察背部走罐治疗失眠症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60 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30 例，对照组 30 例。治疗组采用走罐加假针刺疗法，对照

组采用口服药物加假针刺治疗，两组均治疗四周，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结束后对患者进行匹兹

堡睡眠指数量表评估（PSQI），观察临床疗效。 
结果 治疗组有效率 79.31%，对照组有效率 82.14%，两组疗效相当（P=0.786）；两组治疗后

患者 PSQI 总分及各维度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0.01）；治疗组不良反应发生率较对照

组低（P=0.044），患者接受度较对照组高（P=0.008）。 
结论 背部走罐治疗失眠疗效肯定，不良反应少，患者接受度高。 
  
 
PO-191 

述情障碍对抑郁症患者躯体症状及社交抑制的影响 
 

杨玥,何影,王婧,周波 
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述情障碍对抑郁症患者躯体症状及社交抑制的影响。 
方法 对 2017 年 1 月-2017 年 8 月期间，在本科室住院的 44 名无躯体疾病的抑郁症患者进行

以下量表评定：自编一般情况问卷，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抑郁

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症状自评量表（The Self-Report Symptom 
Inventory，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
TAS），D 型人格 14 项条目问卷（Type D Personality Scale 14，DS14）。 
结果 44 名抑郁症患者，其中有 32 名述情障碍患者（72.7%），12 名非述情障碍患者（27.3%）。

（1）SCL-90 中的躯体化因子分值：有述情障碍的抑郁症患者为 2.42±0.91，无述情障碍的抑

郁症患者为 1.83±0.75，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前者躯体化因子分值显著高于后者

（p=0.048<0.05）；（2）DS14 中的社交抑制（Social Inhibition，SI）因子分值：有述情障碍

的抑郁症患者为 19.22±5.50，无述情障碍的患者为 15.25±5.59，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前者 SI
因子分值显著高于后者（p=0.040<0.05）；（3）TAS 总分与 SI 因子分的相关性：采用相关性

分析中的 Pearson 检验，两者具有相关性（p=0.004<0.01），相关系数为 0.422 为中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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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有述情障碍的抑郁症患者，躯体症状及社交抑制均显著高于无述情障碍的抑郁症患者。抑

郁症患者的述情障碍与社交抑制呈现显著的相关性。故在临床中，对无躯体疾病但主述有较多

躯体症状的抑郁症患者需考虑其是否具有述情障碍，并对患者的述情障碍及社交抑制可以进行

更具针对性的心理干预。 
  
 
PO-192 
舒肝解郁胶囊治疗轻-中度抑郁症不同证型的临床疗效分析 

 
沈慧,张捷,范竹青,杨婧, 陈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目的 观察舒肝解郁胶囊治疗经-中度抑郁症不同证型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采用队列研究方法，分别分为肝郁气滞组 30 例、肝郁脾虚组 30
例、肝郁痰阻组 30 例、心脾两虚组 30 例、心肾不交组 30 例，各组均予舒肝解郁胶囊早晚各

2 粒，6 周为一个疗程。在治疗前、第 l、2、4、6 周末复诊，并进行疗效评估。 
结果 肝郁气滞型、肝郁脾虚型、肝郁痰阻型在治疗前和治疗后 1 周、2 周、4 周、6 周周末 HAMD
量表组内评分差异均具显著性意义(P<0．01)，心脾两虚型、心肾不交型在治疗前和治疗后 2 周、

4 周、6 周周末 HAMD 量表组内评分差异均具显著性意义(P<0．01)，说明肝郁气滞型、肝郁脾

虚型、肝郁痰阻型在治疗第一周末后均有效；心脾两虚型、心肾不交型在治疗第二周末后均有

效；五组在治疗后 2 周、4 周、6 周末 HAMD 量表评分组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

五组在治疗后 2 周、4 周、6 周末疗效相似。 
结论 舒肝解郁胶囊在治疗中医不同证型的轻-中度抑郁症的疗效相当，均能够明显改善抑郁症

核心症状，缓解抑郁症伴发的躯体症状，并且副反应小，患者依从性高，提示在临床使用中可

以辨病为主。患者服药耐受性好、依从性高，可单独或联合使用用于治疗轻-中度抑郁症。 
 
 
PO-193 

急性脑卒中患者的生存质量及其相关因素的研究 
 

江静雯,刘建荣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北院 

 
 
目的 评价急性期脑卒中患者的生存质量，并探讨与人口学、血管危险因素、症状评分、小血管

影像学表现、卒中后抑郁状况及对医生满意度的关系。 
方法 将 86 例在院急性期脑卒中患者分为脑出血组、大动脉粥样硬化型脑梗死组、小动脉闭塞

型脑梗死组、心源性栓塞组，并对上述患者进行 NIHSS 评分，应用 SS-qol 量表、Hamilton 抑

郁量表、自制住院患者满意度调查表进行生存质量、评定卒中后抑郁及住院满意度进行评价，

同时根据影像学进行 Schelten’s 评分评估小血管病变情况，观察急性脑卒中患者各分组之间的

生存质量、卒中后抑郁情况的差异，并探讨和人口学、血管危险因素、临床症状、影像学改变、

住院期间对医生的满意度与生存质量的潜在关联。 
结果 86 例急性脑卒中患者中有 44 例为急性脑出血，57 例为大动脉粥样硬化型脑梗死、64 例

为小动脉病变型脑梗死，31 例为心源性脑梗死患者，16 例为其他或不明原因患者，各组之间的

生存质量及卒中后抑郁并无明显差异。而住院期间的症状越重，MTLA 评分越高，对医生的满

意度越差则与越差的生存质量及越严重的卒中后抑郁程度具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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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在院急性期卒中患者，卒中分型与患者生存质量并无明显相关，但是症状评分、小血管病

变程度、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满意度是与急性期在院患者的生存质量及卒中后抑郁程度相关 
  
 
PO-194 

极小剂量多塞平治疗脑卒中后失眠的疗效观察 
 

朱祖福 
江阴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极小剂量多塞平治疗脑卒中后失眠疗效，为脑卒中后失眠提供更佳的治疗方法。 
方法 对 300 例脑卒中后患者采用阿森斯失眠量表调查失眠情况，对确定脑卒中后失眠患者随

机分为应用极小剂量多塞平组（治疗组）、艾司唑仑组（对照组），并采用睡眠质量问卷于脑

卒中失眠时及治疗后 1w、2w、4w、8w 行总睡眠时间、早睡延迟时间、觉醒情况、睡眠质量、

日间宿醉情况、认知功能改变（1w、4w、8w）、成瘾情况（8w）评定并比较。 
结果 脑卒中后失眠为 50%；极小剂量多塞平、艾司唑仑治疗脑卒中后失眠其总睡眠时间、早睡

延迟时间、觉醒情况、睡眠质量经治疗一周较治疗前明显改善，而治疗 1w、2w 两组间比较无

差异，4w、8w 时治疗组总睡眠时间、早睡延迟时间与对照组仍无差异，而觉醒更少、睡眠质量

更好（P<0.05,有差异）；治疗组具更少日间宿醉、成瘾、对认知功能无影响。 
结论 极小剂量多塞平治疗脑卒中后失眠其改善总睡眠时间、入睡时间与艾司唑仑相似，觉醒更

少、睡眠质量更好，无明显日间宿醉、成瘾，对认知功能无影响，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O-195 
rTMS 联合音乐治疗干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能及生活

质量的研究 
 

易峰,李达,张国富,李洁 ,荣继开 
无锡市第七人民医院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e, rTMS)联合音乐治疗

(Music therapy, MT)干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能及生活质量的疗效。 
方法  选择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精神卫生中心内住院治疗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 90 例，精

神分裂症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4 版》（DSM-Ⅳ）诊断标准，将 90 例患者随

机分为三组（联合治疗组 30 例、MT 组 30 例、对照组 30 例)，联合治疗组给予刺激频率为 20Hz
的 rTMS 联合 MT 各 20 次，MT 组给予 MT20 次，对照组予以药物维持治疗，访视时间 4 周。

在治疗前后所有受试者均接受住院精神病人社会功能量表（Scale of social function in psychosis 
inpatients，SSPI）、个人和社会功能量表（Personal and social function scale, PSP）、精神

分裂症病人生活质量量表（Schizophrenia Quality of Life Scale，SQLS）评估，将治疗前后及

组间测试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与 rTMS 治疗前相比，联合治疗组的 SSPI 总分、各因子分及 PSP 总分均升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均 P＜0.05)，SQLS 的总分、心理社会、动力/精力量表评分均降低，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均 P＜0.05)，SQLS 的症状和副作用量表评分无变化，无统计学差异(P＞0.05)；与 rT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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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相比，MT 组的 SSPI 总分、因子Ⅰ、Ⅱ分及 PSP 总分均升高，SSPI 的因子Ⅲ分无变

化，无统计学差异(P＞0.05)，SQLS 的总分、心理社会、动力/精力分量表评分均降低，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均 P＜0.05)；对照组治疗前后的 SSPI、PSP 及 SQLS 的各项目评分均无变化，无

统计学差异(均 P＞0.05)。三组治疗后的各项目评分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两两比较，联合治疗组的 SSPI 总分、因子Ⅲ分及 PSP 总分均高于 MT 组及对照组，SQLS 总

分低于 MT 组及对照组，联合治疗组、MT 组的 SSPI 因子Ⅰ、Ⅱ分高于对照组，SQLS 的心理

社会、动力/精力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  rTMS 及音乐治疗均能够改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功能及生活质量，二者联合使

用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功能康复的优选策略。 
  
 
PO-196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患者睡眠质量的分析 
 

陆巧,李哲,秦丽霞,周波 
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患者的睡眠质量、睡眠结构特征及合

并躯体疾病，探讨其在临床治疗上的意义。 
方法 纳入 2015 年 8 月至 2017 年 7 月于四川省人民医院心身科睡眠中心就诊经整夜多导睡眠

监测（PSG）确诊为 OSAHS 的患者 405 例[男性 337 例，女性 68 例；平均年龄（44.8±12.1）
岁]，均填写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Epworth 嗜睡量表（ESS）、晨起问卷，完成

日间多次睡眠潜伏期测验（MSLT）。依据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HI）将患者分为轻度 OSAHS
（5～＜15 次/h）、中度 OSAHS（15～＜30 次/h）、重度 OSAHS（≥30 次/h）。按照 PSQI
评分，分为睡眠质量较好组[PSQI<8 分，293 例（72.3%）]及睡眠质量较差组[PSQI≥8 分，112
例（27.7%）]，比较分析两组患者的睡眠结构、日间嗜睡及伴发疾病。 
结果 轻、中、重 OSAHS 中睡眠质量较差组所占比例（分别 32.7%、28.9%、26.3%）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睡眠质量较好组和较差组对比，睡眠质量较差组 3 期（N3 期）睡眠时间及所占比

例减少，睡眠效率降低，主观睡眠潜伏期（SL）延长，主观觉醒时间增多，主观总睡眠时间（TST）
缩短，睡眠知觉下降，平均日间多次睡眠潜伏期（MSL）延长，ESS 评分高，冠心病共病率高

（均 P<0.05）。两组间年龄、性别、体质指数（BMI）、客观 SL、客观 TST、微觉醒指数、

AHI 指数、最低血氧饱和度、入睡后觉醒时间（WASO）、主观觉醒次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睡眠质量与 ESS 评分正相关（r=0.15，P<0.001），与 N3 期睡眠时间（r=-0.16，P<0.001）及

所占比例（r=-0.14，P=0.01）、睡眠效率（r=-0.16，P<0.001）负相关。与 MSL、AHI 不相关。 
结论 主观睡眠质量与 OSAHS 严重程度不相关。主观睡眠质量较差的 OSAHS 患者深睡眠减

少，客观睡眠质量差，日间主观嗜睡程度高，客观嗜睡程度低，共病冠心病风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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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7 
Investigation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oral mucosal disease 
 

Cui Hongmei,Liu Hongwei 
Pek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stomatolog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recurrent  aphthous  ulcer(RAU),oral 
lichen planus (OLP) ,burning mouth syndrome (BMS)  and other oral mucosal disease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ve state. 
Methods A total of 169 patients including 57 cases of RAU, 48 cases of OLP , 21 cases of 
BMS and 43 cases of other oral mucosal disease were studied with 55 healthy people as the 
control group.Both groups were tested with SAS and SDS and the clinical information such as 
sex,age ,degree and history of system diseases were collected. 
Results The scor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the patients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cores of depression were higher than the scores of anxiety in 
the patients group(P<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AS and SDS 
scores between RAU, OLP, BMS and other mucosal diseases. 
Conclusion  Anxiety and depressive state exist in patients with oral mucosal disease, and 
depression state are more than anxiety state. 
  
 
PO-198 

度洛西汀导致尿潴留 1 例 
 

王训强,张庆玉,季蕴辛,阮列敏 
宁波市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度洛西汀在抗抑郁治疗中出现的不良反应 
方法 临床诊治中发现 1 例患者使用度洛西汀后出现尿潴留，体格检查发现耻骨联合上区触诊

有球形隆起，且光滑完整富有弹性，叩诊呈浊音，尿常规无异常，超声提示：双侧输尿管未见

明显异常，膀胱充盈伴积液。采用膀胱导尿术排出尿液 400ml,停用度洛西汀。 
结果 2 天后患者可自主排尿，改用帕罗西汀 20mg/d，两周后加至 30mg/d,病情渐好转，未再

出现尿潴留。 
结论 度洛西汀是一种 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双重抑制剂（SNRIs）。广泛用于治疗各

种抑郁,其抗抑郁与中枢镇痛作用的机制尚未明确，但认为与其增强中枢神经系统五羟色胺能与

去甲肾上腺素能功能有关。临床使用过程中常见不良反应包括口干、便秘、胃肠道不适、内分

泌紊乱和眩晕等。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关于度洛西汀不良反应的报道中，女性多于男性，最多

见的就是肝功能受损，但关于尿潴留的报道很少出现，度洛西汀引起尿潴留的机制可能是由于

其轻微的抗胆碱能作用，可以抑制五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再摄取，五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

素水平上调，作用于 α 受体和 5-HT2 受体，收缩尿道外括约肌，导致尿潴留。因此，在临床工

作中，当首次给予患者度洛西汀时，应密切注意药物反应，出现泌尿系统损伤时，及时甄别，

如考虑度洛西汀所致，应停药、换药并对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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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9 
双相障碍患者冲动攻击行为与谷氨酸受体 6 

基因多态关联研究 
 

胡伟 1,邹韶红 2 
1.安徽省阜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双相障碍患者的冲动攻击行为与谷氨酸受体 6 基因 rs6922753 位点的多态性是否相

关联，为进一步从分子遗传学角度揭示双相障碍患者冲动攻击行的发生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对 2014 年 9 月至 2017 年 7 月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和新疆精神卫生中心收治

的，符合美国精神病学会《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 4 版（DSM-Ⅳ）双相障碍诊断标准的，

并且愿意接受研究的 210 例维吾尔族患者进行研究。使用一般情况调查表收集患者基本人口学

资料；使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定患者的抑郁状态；使用修订版外显攻击行为量表

（MOAS）对患者冲动攻击行为进行评估筛查，根据评估结果把所有入组患者分成有冲动攻击

行为组和无冲动攻击行为组，得到维吾尔族有冲动攻击行为者 78 例，无冲动攻击行为者 132
例。采用聚合酶链式反应（PCR）产物直接测序的方法检测入组 210 例双相障碍患者谷氨酸受

体 6 基因 rs6922753 位点的多态性分布，建立数据库。最后应用 SPSS17.0 软件分析谷氨酸受

体 6 基因 rs6922753 位点的多态性与维吾尔族双相障碍患者冲动攻击行为的相关性。 
结果 入组维吾尔族双相障碍患者中有冲动攻击行为组与无冲动攻击行为组 rs6922753 位点基

因型（χ2＝0.893，p＝0.640）及等位基因（χ2＝0.150，p＝0.699）的频率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维吾尔族双相障碍患者的冲动攻击行为与谷氨酸受体 6 基因 rs6922753 位点的多态性没

有关联。 
  
 
PO-200 

“中庸之道”在心理治疗中的价值研究 
 

张满燕 2,1,袁勇贵 1 
1.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心理精神科 

2.东南大学人文学院 
 
 
目的 当代心理咨询与治疗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其观点和理论反映的是西方的文化价值，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中国本土化心理治疗在借鉴西方治疗理论技术的同时，要

充分考虑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中庸”思想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鉴

于文化的传承性和对心理健康作用的必然性，“中庸”思想的心理治疗价值应当充分关注。 
方法 本文首先从民族性格角度探讨了中庸心理治疗本土化的必要性，认清中庸思想影响下的国

人心理特征及表现出的特有民族性格。探讨心理学视角下的“中庸之道”，发展出以中庸思想为指

导的平衡心理疗法实现心身健康。文章初步讨论了儒家思想“中庸”在当代心理治疗中施用的 4
个方面：（1）“仁”是良好心理咨询关系的基础；（2）“和为贵”是处理医患关系的重要原则；（3）
“扮演适当角色”是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必要条件；（4）“中庸之道”的心理治疗价值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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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进而，讨论了中庸思想与心理治疗的对接，并对“中庸之道”心理治疗的实践进行了简要的

介绍，其中平衡心理疗法就是传统的病理心理治疗与当代流行的积极心理治疗的完美融合。文

章最后讨论了“中庸”本土化心理治疗的成功之道是“学贯中西”。 
结论 将中庸之道中具有心理咨询价值的内容转变为可操作的心理学知识，探究中庸思想的心理

治疗价值，将传统文化的思想与现代人的心理特点相结合，构建新的心理咨询理论，发挥中庸

思想在心理治疗中的积极作用，不断创新努力建立适合国人的心理健康治疗新体系，大力推动

我国心理健康教育的本土化，从而为提高国人的心理健康素质提供保障。 
  
 
PO-201 
丹参多酚酸改善 APPswe/PS1dE9 双转基因小鼠学习和记忆

的行为学研究 
 

沈莉,王铭维,韩冰,耿媛,马芹颖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动物行为学实验观察丹参多酚酸是否改善 APP/PS1 双转基因小鼠的学习和记忆能力。 
方法 1 将 30 只雄性 APP/PS1 小鼠随机分为 APP/PS1 模型组，低剂量丹参多酚酸治疗组，高

剂量丹参多酚酸治疗组，同窝 10 只雄性 APP-／PS1-的野生型小鼠（WT）作为正常对照组。

2 四组小鼠均从 3.5 月龄开始给药，每天给药 1 次，连续给药 14 周, 实验期间每周测试一次小

鼠体重，根据小鼠体重调整每周用药剂量。3 给药 14 周后进行新异物体识别实验、Morris 水迷

宫实验及避暗实验。记录新异物体偏爱指数、定位航行实验平均寻台潜伏期，探索实验的穿越

原平台频次及穿越原平台象限时间百分比，避暗逃避潜伏期等，评估各组小鼠学习记忆能力。

动物行为学实验期间，各组小鼠均不实施任何形式的干预。 
结果 1 新异物体识别实验训练期后 1h 时，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较 APP/PS1 模型组小鼠对新异

物体的偏爱指数明显下降。与模型组比较，丹参多酚酸治疗后可提高 APP/PS1 小鼠对新异物体

的偏爱指数。训练期后 24h 实验各组小鼠对新异物体的偏爱指数之间无明显差异。2 Morris 水

迷宫的定位航行实验前 3 天，四组的平均逃避潜伏期无明显差异。定位航行实验的第 4、5 天，

APP/PS1 模型组平均逃避潜伏期均明显增加。与 APP/PS1 模型组比较，定位航行的第 4、5 天

两种剂量的丹参多酚酸组小鼠平均寻台潜伏期均明显缩短, 同时寻找站台策略均有改善。Morris
水迷宫的空间探索实验中，与正常组相比较，APP/PS1 模型组小鼠寻觅原站台位置潜伏期明显

延长。丹参多酚酸的干预不仅显著缩短了 APP/PS1 双转基因小鼠寻觅原站台的时间，而且与正

常组相比无明显差异。APP/PS1 双转基因小鼠穿越原站台位置频次低于正常对照组。丹参多酚

酸的治疗提高了 APP/PS1 双转基因小鼠穿越原站台位置的频次。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较，

APP/PS1 模型组小鼠通过靶向限的时间百分比缩短。丹参多酚酸的治疗提高了 APP/PS1 小鼠

通过靶向限的时间百分比。3 避暗实验结果显示，APP/PS1 小鼠的逃避潜伏期较正常对照组明

显缩短。丹参多酚酸的治疗提高了 APP/PS1 小鼠受电击后 24h 的逃避潜伏期。 
结论 APP/PS1 小鼠经丹参多酚酸的干预，使非空间情景记忆能力、空间学习和记忆能力明显

提高，对电击的恐惧记忆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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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2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Cancer Self-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Scale for Chinese Cancer 
Patients 

 
Feng Linsen1,Li Xinyue2,Wang Hongrong3,Zhan Jingjing2,Chen Dong2,Wang Yufeng2 

1.The Six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Yuxi) 
2.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Yunnan Cancer Hospital) 

3.The People`s Hospital of Jiangchuan District， Yuxi Yunnan 
 
 
Objectives  Cancer have become common chronic disease worldwide. The prevalence of 
long-term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cancer cannot be neglected, cancer-related self-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is more important. Previous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cancer patients can 
perceive discrimination due to fear of death, side effects from cancer treatment.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velop a Cancer Self-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Scale (CSPDS) for Chinese 
cancer patients and validate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Method  Eligible cancer patients were recruited in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Yunnan Cancer Hospital). Classical test theory was used to develop the 
CSPDS . The primary version of CSPDS was improved by item analysis. The 
reliability,  validity and acceptability of the final version of CSPDS were evaluated. Subgroup 
analysis was compared by one-way analysis and Fisher’s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est.  
Results  210 patients were approached, and 190 patients consented to participate, among 
them, 178 patients completed the survey (valid response rate was 93.68%). After semi-
structured interviews, literature reviews, expert consultation, and cognitive interviewing, a 
primary 21 items scale composed of three subscales: social withdrawal (9 items), stigma (8 
items), and self-deprecation (4 items) was developed. All I-CVIs of the 21 items were >0.80.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Item analysis, 7 items were deleted, and the remaining items were 
renumbered to form the final 14-items CSPDS. The final version of CSPDS had 3 dimensions: 
7 items in social withdrawal, 4 in stigma and 3 in self-deprecation. Good validity (χ²/df=1.216, 
GFI=0.935, AGFI=0.903, I-CVIs>0.80) and good reliability (Cronbach’s alpha=0.829, 
Spearman-Brown coefficient =0.827, test-retest reliability coefficient=0.944) were 
found. Completion time was 6.06±1.80 minutes. Participants who were female and 
reported poor self-rated tended to have higher CSPDS scores (P<0.05). 
Conclusions  CSPDS might be used to evaluate the level of self-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nd to preliminarily screen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mong Chinese cancer patients, 
especially in South-Western China. It may provide a basis for scientific assessment of targeted 
patient education,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social interventions, and psychotherapy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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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3 
路易体痴呆和额颞叶痴呆患者认知功能和神经精神 

行为的比较 
 

邹永明,李攀,张惠红,田志岩,周玉颖 
天津市脑系科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路易体痴呆（DLB）与额颞叶痴呆（FTLD）患者认知功能和神经精神行为的差异，

以及与痴呆严重程度的关系。 
方法 选择符合入组条件的 DLB 患者 32 例及 FTLD 患者 38 例，分别应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价量

表（MoCA）和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评价认知功能、神经精神量表（NPI）和额叶

行为量表（FBI）评价神经精神行为、21 项汉密尔顿忧郁分级量表（HAMD-21）评价情绪状态，

以及临床痴呆评定量表（CDR）划分痴呆严重程度 
结果 与 DLB 患者相比，FTLD 组患者较年轻（Z = -1.982，P = 0.045），发病年龄早（Z = -
2.163，P = 0.027），且 FTLD 组患者的 MoCA 评分低于 DLB 组患者（Z = -2.419，P=0.017），

而 NPI（Z= -2.249，P= 0.025）、FBI（Z= -2.157，P=0.034）、FBI-A（Z= -2.157，P = 0.043）、

FBI-B（Z = -2.053，P = 0.041）及 HADM-21（Z = -2.059，P = 0.041）分值高于 DLB 组患者；

进一步各亚项分析显示，FTLD 患者在视空间/执行功能（Z = -2.142，P = 0.031）、语言（Z = 
-3.354，P = 0.001）、抽象能力（Z= -2.497，P=0.013）和延迟回忆（Z = -4.312，P = 0.001）
等认知水平方面分值低于 DLB 组患者；在激越（Z = -3.256, P = 0.001）、脱抑制（Z = -3.092，
P = 0.003）和易激惹（Z = -2.216，P= 0.021）等神经精神行为方面分值明显高于 DLB 组患者； 
NPI（r =0 .278，P =0.010）、FBI（r = 0.355，P =0.001）、FBI-A（r =0.384，P = 0.000）和

FBI-B（r =0.276，P = 0.013）与 CDR 评分呈正相关；而 MoCA 评分与 CDR 评分呈负相关（r 
= -0.760，P =0.000）；两组患者的 MoCA 和 NPI 各亚项分值随着痴呆程度加重发生相应变化 
结论 不同痴呆程度的 DLB 和 FTLD 患者有着不同的神经精神行为临床特征，神经精神行为和

认知功能的评价指标随病情的变化而变化，提示神经精神行为和认知功能的评价在两种疾病的

鉴别诊断中能够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PO-204 

家庭教养方式和人格特质对青少年网络成瘾行为的 
交互作用分析 

 
蒋敏慧 

无锡市第七人民医院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父母教养方式和人格特质对网络成瘾(IA)之间的影响及两者的交互作用。 
方法 用家庭教养方式问卷、大五人格问卷简版和网络依赖测验对 118 名网络成瘾青少年和 118
名正常青少年进行评估，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 ①网瘾组在积极教养得分上显著低于对照组（p<0.001），在消极教养和父亲条件性教养

得分上显著高于对照组在人格特质的宜人性、严谨性、外向性和开放性维度上也显著低于对照

组（p<0.001），但在神经质维度上显著高于对照组（p<0.001）。②友善性、严谨性对网络成

瘾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友善 =-0.13，p<0.01；β严谨 =-0.23,p<0.001)，但神经质人格对网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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瘾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17，p<0.01）。母亲消极教养对网络成瘾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

用（β=0.19，p<0.05）。③父亲条件性教养可以调节友善性人格对青少年网瘾的负向影响（β=0.19，
p<0.01）。父亲积极教养可以调节神经质人格对网络成瘾的正向影响（β=-0.45，p<0.01）。 
结论 父母教养方式和人格特质共同对青少年网络成瘾有重要影响，积极的家庭教养方式可以保

护负性人格的青少年减少网络滥用。 
  
 
PO-205 

胃食管反流病患者人格、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 
 

阿地拉·阿吉,邹韶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胃食管反流病患者的人格、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为其心理干预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方法 于 2015 年 1 月～2016 年 9 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微创外科、耳鼻喉科、全科、

干保科等科室住院的 48 例胃食管反流病患者与 50 例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体检人员采

用自制一般情况调查表、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社会支持

量 表 (social support ratingscale ， SSRS) 、 简 易 应 对 方 式 问 卷 (simplified coping 
stylequestionnaire，SCSQ)进行比较，对胃食管反流病患者的人格、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进行

评定分析。 
结果   病例组 的艾 森克 人格 问卷 (EPQ) 中神经质或情绪稳定性 (N) [(61.43±13.67) 
vs.( 50.40±10.20)]、内外向(E) [(64.12±4.06) vs.( 58.76±7.21)]高于对照组，社会支持量表

(SSRS)中客观支持[(8.58±4.18)vs.( 11.72±2.91)]、社会支持利用度[(5.58±1.95)vs.( 8.52±1.66)]、
总社会支持分[(36.79±8.97)vs.( 45.24±6,85)]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神经质及外向个性，低社会支持与胃食管反流病的发病明显相关，建议做好心理干预。 
  
 
PO-206 

防御方式对 SCL-90 得分的影响 
 

李幼东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防御机制是一种缓解情绪紧张，维持心理平衡，调节心理表现，使之符合外界要求的方法

和手段，是人格结构中稳定的组成部分。个体在遇到挫折和压力时都会有意和无意的启用某些

防御方式，不同的防御方式反映了个体的人格差异。一般有成熟型、中间型和不成熟型。本研

究通过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来验证防御方式对 SCL-90 得分的影响，以期找到更好治疗来

访者心理问题的方法，提高心理治疗的有限性和针对性。 
方法 本研究运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防御方式问卷（DSQ），对 2017 年 5 月至 8 月

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心理科就诊的 417 名患者进行调查研究，将收集到的数据录入

SPSS24.0。症状自评量表（scl-90），共计 90 道题，分为躯体化、抑郁、焦虑等 10 个因子，

采用 5 级评分制，总分高于 160 或任意因子分高于 2 分，说明受测者出现心理问题。防御方式

问卷（DSQ）由 88 个题目组成，用于测试个体的防御方式，分为成熟、不成熟、中间型三种防

御机制，因子分越接近 9 反映受测者运用某防御机制的频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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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结果显示来访者 SCL-90 各因子与不成熟的防御机制和中间型防御机制呈显著正相关，与

成熟型防御机制呈显著负相关。将 SCL-90 总分作为因变量，防御方式的各个因子分作为自变

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不成熟防御机制中的投射、潜意显现、幻想、退缩和成熟型防御方式中

的升华及中间型防御方式中的隔离进入回归方程，其对 SCL-90 得分的预测率为 54%，回归方

程为心理健康（SCL-90 总分）=9.961*潜意显现+5.049*幻想+8.188*投射+6.142*退缩—4.415*
升华+4.281*隔离。 
结论 防御方式对 SCL-90 得分有预测作用。不成熟方式使个体在处理问题时容易被消极因素困

扰，引发心理冲突导致情绪失调，行为功能受损。成熟型防御机制立足于现实，以理性方式满

足自我需求，化解压力、缓解心理冲突，维护心理健康。经常使用升华这一强适应防御机制的

个体更能将不可接受的冲突转化成更有用的形式从而拥有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经常使用隔离、

投射、潜意显现、幻想、退缩和隔离这些弱防御机制的个体，更难接受自身的某些情感和想法，

通过这些适应方式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痛苦的感觉，但损害了个体的正常机能，降低了个

体的身心健康水平。 
  
 
PO-207 

神经调控在癫痫共患病的应用 
 

樊京京 1,史伟雄 1,王群 1,2,3 
1.北京天坛医院 

2.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3.北京脑重大疾病研究院 

 
 
目的 癫痫是多种原因导致的脑神经元高度同步化异常放电的复杂临床综合征。癫痫患者除了癫

痫发作意外，易与某些疾病共存，在癫痫之前或之后出现，疾病之间相互影响，称为共患病，

包括偏头痛、抑郁、焦虑、精神分裂症、孤独症、注意力缺陷障碍、认知功能障碍、睡眠障碍

等。即使癫痫完全控制的情况下，共患病可能仍无法完全缓解，因此，对癫痫患者的治疗，不

仅仅局限于控制癫痫发作，改善患者的共患疾病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神经调控在过去的

三十年在神经精神系统疾病等领域有了飞速的发展，尤其是在难治性癫痫和抑郁的治疗。癫痫

共患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且应用药物治疗可能会与抗癫痫药物产生相互作用，影响抗

癫痫药物的效果。本文探究神经调控在癫痫共患病中的应用，神经调控治疗癫痫的同时，还可

以同时改善癫痫共患病。 
方法 应用 Pubmed、Embase 等数据库以“神经调控”、“癫痫”、“共患病”、“VNS”、“TMS”、“DBS”、
“tDCS”为关键词检索。选取综述文章及基础及临床研究的论著性文章。 
结果 通过阅读文献发现，多种神经调控方式，如 VNS、TMS、DBS 等对焦虑抑郁等精神心理

障碍的癫痫共患病有改善作用，对癫痫患者的身心健康有促进作用。 
结论 癫痫的发病机制及临床特征复杂，同时可能受药物或其他干预措施的影响，极易伴发或者

继发其他神经精神系统疾病，探究癫痫共患病的具体机制，以及其与癫痫的内在联系，有助于

指导协同治疗。神经调控治疗应用于多种疾病的研究，VNS、RNS、DBS 等在癫痫的治疗方面

取得了重大进展，VNS、TMS、DBS 等在抑郁症的治疗方面取得了成果，对孤独症和认知功能

障碍的治疗也有一定帮助，在其他癫痫共患病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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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8 
康复疗法对住院老年痴呆患者应用的调查研究 

 
孔娴波 

宁波市精神病院 
 
 
目的 探讨康复疗法对住院老年痴呆患者中的疗效。方法：选择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两组，各

30 例，对照组仅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康复疗法，比较治疗后两组患者的日常

生活能力评分（ADL）和简易精神状态量表评分（MMSE）及治疗前后 SF-36 简明健康状况调

查表得分。 结果：观察组治疗后 MMSE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ADL 评分高于

对照组（P ＜ 0.05），观察组治疗后 SF-36 健康状况调查表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康复疗法 
结果 对住院老年痴呆患者实施康复疗法后，观察组ＭＭＳＥ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ＡＤＬ 评
分显著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０．０５），SF-36 健康状况调查表

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及治疗前观察组，说明采取积极有效的康复疗法可有效延缓老年痴呆的发

展，显著提高老年痴呆患者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改善认知功能，提高生活质量。 
结论 对住院老年痴呆患者进行康复疗法具有显著的效果，康复疗法可明显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

自理能力，改善认知功能，从而提高生活质量。 
 
 
PO-209 

具有血管危险因素抑郁发生状况及干预的临床研究 
 

朱祖福,吴淑芳 ,陆梦茹 
江阴市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血管损害患者的抑郁发生情况并给与相应干预。 
方法 调查 300 例具有血管危险因素患者抑郁发生情况，并给与相应干预、艾司西酞普兰（商品

名：来士普）治疗比较其治疗前后疗效差异。 
结果 具有血管危险因素患者抑郁发生情况为 12%，明显高于一般人群抑郁发生率，经给与艾

司西酞普兰治疗后 HAMD 评分较治疗前有改善（P<0.05）。 
结论 具有血管危险因素的抑郁发生率高，经给与相应干预及药物治疗疗效显著。 
  
 
PO-210 
盐酸帕罗西汀和米氮平对老年抑郁症患者血清炎性细胞因子

的影响 
 

李晶晶,梅刚,瞿秋霜,李海林,刘阳 
南京脑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目的 抗抑郁药物帕罗西汀和米氮平对老年抑郁症患者血清炎性细胞因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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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检测 109 例老年抑郁症患者组及 54 例正常对照组血清炎性细胞因子的浓度，抑郁症患者

组随机分为米氮平及帕罗西汀组。同时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A）评估患者抑郁焦虑症状，在基线及治疗 4 周末评估完成各项检测及评估。 
结果 109 例抑郁症患者组治疗前 IL1β（28.55±11.13），IL6（12.78±4.74），IL10（126.60±58.30）
及 TNFα（21.74±8.83）与正常对照组分别相比（21.39±8.74；9.66±4.26；98.74±39.75；
18.76±7.24）有统计学意义（t=4.483、4.240、3.583、2.296；P＜0.05）。抑郁症患者组治疗

后 IL6（9.86±4.39），IL10（99.31±47.35）及 TNFα（18.83±8.33）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无统计

学意义（t=0.284、0.081、0.053；P>0.05），恢复到正常水平。米氮平患者组和帕罗西汀患者

组的 IL6 及 IL10 水平治疗前后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抑郁症患者 TNFα 浓度与抑郁的

焦虑严重程度有相关性，其他细胞因子浓度与抑郁的严重程度无相关性。 
结论 老年抑郁症有免疫激活的表现，抗抑郁药物可能影响炎性因子浓度变化；IL-6、IL-10 及

TNFα 可作为老年期抑郁症疗效的生物学标记物。 
  
 
PO-211 

黛立新联合心理干预治疗围绝经期焦虑抑郁临床疗效 
的对照研究 

 
王文蓉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黛力新联合心理干预治疗对女性围绝经期焦虑抑郁方面的作用 
方法 选择我院心理咨询科就诊的围绝经期妇女焦虑抑郁患者 120 例，随即分为四组，分别为对

照组、黛力新组、心理干预组、联合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黛力新口服治疗、心理干预组在

对照组基础上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治疗，联合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黛力新及心理干预治疗。

治疗疗程三个月。治疗前,治疗中期及治疗后均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及汉密尔顿抑

郁量表（HAMD）对患者的焦虑及抑郁状态进行评价。分析四组患者在焦虑、紧张、害怕、失

眠、认知功能、抑郁心境、心血管系统症状、呼吸系统症状、胃肠道症状等临床症状的改善情

况。 
结果 黛力新组及心理干预组在焦虑、抑郁、心血管系统症状、呼吸系统症状、胃肠道症状等情

绪改善方面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 小于 0.05）。而联合组在焦虑、抑郁、心血管系统症状、呼

吸系统症状、胃肠道症状等情绪改善方面疗效明显高于对照组（P 小于 0.01）。黛力新组及心

理干预组的整体疗效与对照组相比均明显提高（P 小于 0.05），而联合组的整体疗效则显著优

于对照组（P 小于 0.01）。 
结论 围绝经期妇女其主要的生理变化是卵巢功能自然减退，下丘脑-腺垂体功能退化，导致一

系列生理、心理、内分泌的变化，影响了植物神经的功能，出现某些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症状。

加上特定的人格基础，围绝经期妇女的抑郁症在这特定的生理基础上，以性激素异常变化为诱

因精神障碍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疾病。黛力新含的主要成分为盐酸氟哌噻吨和盐酸美利曲辛。其

作用于轻、中度抑郁和焦虑。对于神经衰弱、心因性抑郁，抑郁性神经官能症，隐匿性抑郁，

心身疾病伴焦虑和情感淡漠也有很好的治疗作用。心理干预治疗对女性围绝经期抑郁认知方面

的改善、情绪调节、行为激活均有较好疗效。当药物与心理干预结合的时候可以最大程度发挥

治疗的效果并维持低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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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1 
神经递质功率及血浆 5-HT 水平与脑卒中后抑郁的相关性 

 
刘津,宋扬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神经递质功率及血浆 5-羟色胺（5-HT）水平与脑卒中后抑郁（PSD）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 2014 年 9 月至 2016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脑卒中患者 180 例分为单纯脑卒中组（PD
组，n=60）和脑卒中后抑郁组（PSD 组，n=120），并对其进行对症治疗。分别于治疗前及治

疗后 2 周、3 个月，采用脑涨落图仪检测患者大脑中 5 种神经递质功率，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测定血浆中 5-HT 水平，并进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分析神经递质功率与血浆中

5-HT 水平与 HAMD 评分的相关性 
结果 治疗前，PSD 组患者 HAMD 评分明显高于 PD 组，而 5 种神经递质功率及血浆 5-HT 水

平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PD 组 HAMD 评分、5 种神经递

质功率及血浆 5-HT 基本不变,而 PSD 组患者 HAMD 评分明显减低，而 5 种神经递质功率及血

浆 5-HT 水平明显上升，并于治疗后 3 个月与 PD 组水平相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Spearman 等级相关性分析显示，神经递质功率及血浆 5-HT 水平与 HAMD 评分呈负相关（均

P<0.05） 
结论 PSD 患者的神经递质功率及血浆 5-HT 水平明显下降，与患者的抑郁情况密切相关，临床

可用神经递质功率及血浆中 5-HT 水平评价 PSD 患者病情发展及治疗效果。 
 
 
PU-002 

柴芩姜枣汤治疗脾虚肝热型原发性失眠临床疗效观察 
 

付清楠,刘清泉,张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目的 探究柴芩姜枣汤治疗脾虚肝热型原发性失眠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以 48 例脾虚肝热型原发性失眠患者为研究对象，观察与比较中药治疗前后患者症状改善

情况。主要指标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评价睡眠改善情况；次要指标采用失眠严重程度量表

评价患者对失眠症状的自我感知以及由失眠引起的不良情绪，采用中医症候量表评价患者中医

症状改善情况，采用不良反应评价表评价患者服中药后的不良反应情况。 
结果 与治疗前相比，脾虚肝热型原发性失眠患者在服用柴芩姜枣汤 2 周后，睡眠质量显著改善

（P=0.00），失眠严重程度较前显著缓解（P=0.00），中医症状较前明显减轻（P=0.00）。 
结论 柴芩姜枣汤能够改善患者睡眠质量，缓解患者失眠严重程度，改善患者的中医临床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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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3 
经颅磁刺激联合帕罗西汀治疗躯体形式障碍的临床疗效观察 

 
孟云,周宏斌 

襄阳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经颅磁刺激联合帕罗西汀治疗躯体形式障碍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 100 例躯体形式障碍患者，按照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两

组患者年龄、性别、病程等基线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均衡可比。对照

组予帕罗西汀治疗，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经颅磁刺激治疗，治疗 ６ ｗ。 对比两组患者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ＨＡＭＤ）评分、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评分、治疗有效率、睡

眠质量 ＰＳＱＩ 量表评分评定临床疗效，副反应量表(TESS)评定不良反应。 
结果 实验组治疗后２ ｗ、４ ｗ、６ ｗ ＨＡＭＤ 评分分别为１6．21±2．7１、11．21±3．0
９、8．41±3．12，均明显低于对照组（t ＝２．012，P＜０．０1；t ＝3.026，P＜０．０１；

t ＝4．251，P＜０．０１）；实验组治疗后２ ｗ、４ ｗ、６ ｗ ＳＣＬ－９０ 症状自评量

表评分分别为２．91±０．51、２．1２±０．5０、１．21±０．０2，均明显低于对照组（t＝
2.092，P＜０．０１；t＝3.021，P＜０．０１；t ＝5.932，P＜０．０１）；实验组治疗有效

率为 91．01％，明显高于对照组 59．2５％（χ２＝3.782，P＜０．０５）；实验组治疗后 ２ 
ｗ、４ ｗ、６ ｗ 睡眠质量 ＰＳＱＩ 量表评分分别为 11．02±3．91、6.09±2．32、5.31±2．51，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t＝4.212，P＜０．０５；t＝3.512，P＜０．０１；t＝2．734，P＜０．０

１）。2 组不良反应均表现较轻，大多出现在治疗早期，经对症治疗逐渐缓解。 
结论 经颅磁刺激联合帕罗西汀治疗躯体形式障碍效果好，起效快，且能有效改善患者睡眠、抑

郁焦虑及躯体化症状，且不增加副作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004 
医养结合背景下双心照护服务模式对老龄慢病人群健康相关

生命质量的影响研究 
 

姜海婷 1,2,陈家应 1,2 
1.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 

2.健康江苏建设与发展研究院 
 
 
目的 探究医养结合背景下，双心照护服务模式对老龄慢病人群的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影响。 
方法 利用第四次和第五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中的家庭健康询问调查资料，对其中全部老龄慢病

人群的社会经济学特征、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健康行为两周患病、慢性病患病和过去一年内住

院情况进行分析。其中，应用采用欧洲五维度健康量表(EQ-5D)问卷进行健康相关生命质量测

量，了解其自评健康状态。通过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对老龄慢病人群健康相关生命质量

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同时，结合政策量化研究，比较政策变化差异，定性与定量结合探究医

养结合背景下，双心照护服务模式对老龄慢病人群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影响。 
结果 不同的老龄慢病人群存在明显的社会人口学差异，女性、低收入、城市（相比于农村）和

西部（相比于东中部）居民自评健康状态等级较差；自评健康状态能够较好地反映老龄慢病人

群的客观健康状况；健康相关行为良好的居民自评健康状况较好。农村地区老龄人群总体生命

质量明显低于一般人群，低龄老人健康优于 75 岁以上高龄老人，有慢性病的老龄人健康相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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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质量较差；而随着基层卫生服务的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完善和医养结合政策的推进，

以及双心照护服务模式的落实，有助于老龄慢病人群健康相关生命质量逐步提升。 
结论 老龄慢病人群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提高需要家庭、政府、社会等多方的共同努力，尤其要

关注高龄老人、独居及丧偶老人的身心健康；政府部门不仅需要加大对低收入老龄人的医疗和

生活救助，还要重视老年心身保健及康复，最大限度地提高其生命质量；在老龄照护方面，鉴

于慢病患者具有持续时间长、疾病负担重、心理压力大的特点，需以医养结合型养老模式为基

础，双心照护模式下的慢病管理途径能够使患有老龄慢病患者得到优质健康相关服务及充分人

文关怀，减少负面心理，并能同时获得更多的家庭、社会支持，增强对健康生活的自信心，从

而提升健康相关生命质量，提高生活的幸福感。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居民健康相关生命质量评价研究（项目编号：

71373183） 
 
 
PU-005 

Comparative efficacy and acceptability of 
psychotherapies for acute anxiety disorder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network meta-analysis 
 

Zhou Xinyu,Zhang Yuqing , Teng Teng, Meng Huaqing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Anxiety disorder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re extremely common and often 
associated with lifelong psychiatric disturbance. While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support the use 
of psychotherapy to treat anxiety disorder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there is still uncertainty 
regarding the optimal strategy for different types and delivery formats of psychotherapies due 
to the limited number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 In order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e carried out a network meta-analysis to compare the efficacy and acceptability of all 
available psychotherapies for anxiety disorder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Methods  We included 96 RCTs published between 1994 and 2016 comprising 6256 
participants and comparing 11 different psychotherapies with four specific control conditions. 
The outcomes included efficacy (change in anxiety symptoms), acceptability (all-cause 
discontinuation), quality of life and functional improvement, and were measured both at the 
end of treatment and at short- and long-term follow-up. Odds ratios (ORs) and standardized 
mean differences (SMDs) were calculated. 
Result  Most psychotherapies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beneficial than waitlist in reducing 
anxiety symptoms at post-treatment (SMDs ranged from -1.44 to -0.65) and longest follow-up 
(SMDs ranged from -1.84 to -1.64). However, only group CBT was significantly more effective 
than some other psychotherapies and all control conditions at post-treatment and at short-term 
follow-up. With regard to acceptability, bibliotherapy had significantly more all-cause 
discontinuations than most psychotherapies and control conditions (ORs ranged from 0.06 to 
0.37). Interestingly, only CBT was of significant benefit in terms of quality of life and functioning 
compared with psychological placebo and waitlist (SMDs between 0.65 and 2.01). Based on 
GRADE, the certainty of evidence was rated as low or very low for the majority of comparisons. 
Conclusion  Our findings support group CBT as the possible initial choice of psychotherapy 
for anxiety disorder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Other types and deliveri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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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therapies can be alternative treatment options. Further research on specific anxiety 
disorders, disorder-specific psychotherapy, and moderators of treatment effect are needed. 
 
 
PU-006 

心理复原力对灵性应对的影响：心理一致感的中介作用 
 

薛占岭,薛云珍 
山西医科大学 

 
 
目的 探讨心理复原力和灵性应对的关系及心理一致感的中介作用。 
方法  采用网络调查平台及团体施测的方式，选取 622 位成年人，运用成人心理复原力量表、

心理一致感量表和灵性应对量表进行施测。 
结果 灵性应对量表的得分的性别差异(t=3.418,  P<0.01)，年龄差异(F=24.516,  P=0.000)，有

无宗教信仰(t=11.061,  P<0.001)，宗教信仰差异(F=8.712,  P=0.000)均显著；心理复原力、心

理一致感和灵性应对之间存在两两显著正相关(r=0.255, 0.240,0.317, P<0.01)；心理复原力和

心理一致感对灵性应对均有正向预测作用(β=0.09, 0.19;   P<0.001)；心理一致感在心理复原力

和灵性应对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结论 心理一致感在心理复原力和灵性应对的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 
 
 
PU-007 

冷库治疗产后风湿病的疗效观察 
 

李长红 1,魏琴 2,魏思璐 2,冯艳广 2 
1.新乡医学院 

2.新乡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18℃冷库治疗对产后风湿病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2 年 3 月-2017 年 7 月新乡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及中医科门诊和住院

部的产后风湿病患者 358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n=176)和观察组(n=182)，对照组采取一般治疗

方案，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冷库治疗。观察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一个疗程后

的临床疗效；分别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SDS)、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scale,SAS)以及视觉模拟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VAS )评分评价两组患者心理状态和疼痛

程度；运用健康调查简表（SF-36）评价两组患者生活质量。 
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临床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O．05)；与治疗前相比，治疗一个疗程后观

察组 SDS、SAS、VAS 评分降低，且 SDS、SAS 量表显著低于对照组(P<O．01)，观察组与

对照组相比 VAS 评分无统计学意义（(P>O．05)）；治疗一个疗程后观察组 SF-36 量表各维度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O．05)；两组临床总疗效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冷库治疗能明显改善产后风湿病患者的怕风、怕冷及焦虑抑郁情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

关节疼痛，能够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及临床治疗效果，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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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8 
综合医院心身科心理工作开展的困境及对策 

 
杨俊华,周波 

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总结我科自 2012 年心理工作开展以来所遇困境并采取的应对策略，以希冀对综合医院

心身科心理工作的开设与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方法  基于对综合医院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现状了解，并结合临床经验进行总结和反思。 
结果  心理工作开展所遇困境：①心理咨询师团队是心理学研究生科班毕业，年轻化、无医学

背景，②心理治疗中，患者脱落率、转介率高，无效反馈多，③患者主要表现对药物诉求多，

对心理治疗比较排斥，依从性差，心理治疗动机弱，④团体心理治疗开展困难，心理咨询师对

团体治疗开展的不自信，甚至有些抵触情绪。对策：首先，科室重视医护心物整合治疗模式，

即医疗、护理、心理、物理整个医疗团队是一体，心理工作开展的时间和内容科室人尽皆知，

并给予支持和配合的基础上再做如下对策①拓展并夯实心理咨询师有关精神病学方面的知识，

参与病房查房、学习、疑难病例讨论，并邀请医疗组专门为心理组培训症状学知识，②反复对

心理首次诊断进行培训，提高访谈技巧，同时考核各咨询师所管床位新入院患者的心理首诊率，

③增加患者对心理治疗的了解，激发患者寻求心理治疗的动机，医心护从患者入院开始反复对

患者进行心理教育，并将症状背后的心理社会因素在入院团体和心理首次评估中反复重点强化，

④创新团体心理治疗的形式，在科室常规固定团体的基础上灵活开展其他团体，从而提高团体

治疗质量 。如根据病房不同阶段收治的疾病种类不同设置临床需要的团体，如焦虑症团体、系

统式家庭治疗团体， ⑤重视督导制度及体系的建设，科室规定每周一下午开展朋辈督导，同时

聘请院外督导师，保证督导时数。⑥满足患者转介和咨询师转介需求，并制定流程。目前心理

工作进展情况： 截至 2017 年 2 月 4 日，我科每周平均常规固定团体数目 11 个，据不完全统

计，除个别心理治疗量不断增加外，团体心理治疗开展了 643 次，参与人数 5494 人，同时根

据病房需求临时增加的 303 次团体心理治疗中，情绪类相关团体开设次数约 79 次，共计 808
人参加，其次为放松训练等心理学技术类团体，共开展 59 次，共有 606 人参加。亚专业团体

如焦虑症、家庭治疗等同质团体共开展 125 次，共计 451 人参与。 
结论  我科心理工作经过 5 年不断探索，基本能顺应本病房临床发展和患者心理健康服务需求。

但向全院推进身心医学工作模式让心理服务覆盖医院所有患者，还需要不断探索。 
 
 
PU-009 
比较电针“合谷”“足三里”穴对 IBS 模型大鼠结肠动力及结肠

M3 受体表达的影响 
 

蓝莹,任晓暄,郭孟玮,朱文莲,王珊,吴艳英,李凯歌,谭莉华,吉毛先 
北京中医药大学 

 
 
目的 观察并比较电针“合谷”“足三里”穴对 IBS 模型大鼠结肠动力及结肠 M3受体免疫反应物阳

性表达的影响，初步探讨电针不同穴性及不同神经节段支配的穴位对 IBS 的效应差异及结肠动

力改变的相关机制。 
方法 选取新生 wistar 大鼠 40 只，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模型对照组、合谷组和足三里组。除

空白对照组外，均采用新生期母婴分离、醋酸灌肠及结直肠扩张刺激的方法联合制备 IBS 大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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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大鼠 9 周龄时合谷和足三里组分别给与电针干预，隔日 1 次，共 5 次。治疗结束后，按

照 Bristol 大便分类法观察电针前后 IBS 大鼠的便型，采用腹部回撤反射对大鼠进行肠道敏感性

及平滑肌收缩强度评估，观察潜伏期、收缩波个数、起始波压力值；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

结肠 M3受体的表达。 
结果 与针前相比，针后合谷组及足三里组大鼠的大便评分显著降低（P<0.01）。与空白对照组

相比，模型对照组大鼠的大便评分显著增高（P<0.01），潜伏期明显缩短（P<0.01），收缩波

个数明显增多（P<0.01），起始波压力值明显降低（P<0.01），结肠内 M3受体免疫反应物阳

性表达水平明显增强（P<0.01）；合谷组结肠内 M3受体免疫反应物阳性表达水平增强（P<0.05）。
与模型对照组相比，合谷组和足三里组大鼠针后的大便评分均显著降低（P<0.01），潜伏期均

明显延长（P<0.01），合谷组和足三里组收缩波个数明显减少（P<0.01，P<0.05），起始波压

力值均明显增高（P<0.01），结肠内 M3受体免疫反应物阳性表达水平明显下降（P<0.01）。

与合谷组相比，足三里组大鼠的大便评分降低（P<0.05），起始波压力值显著降低（P<0.01），

结肠内 M3受体免疫反应物阳性表达水平下降（P<0.05）。 
结论 电针“合谷”和“足三里”穴均可抑制 IBS 模型大鼠肠道收缩，改善肠道敏感性，缓解 IBS 症

状。但“合谷” 穴缓解腹痛效果更佳，而“足三里”穴减轻腹泻作用更强。说明电针不同穴性及不同

神经节段支配的穴位对 IBS 疗效具有经穴效应特异性。 
 
 
PU-010 

早期应用艾司西酞普兰预防卒中后抑郁的对照研究 
 

王志伟,田书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60 医院 

 
 
目的 探讨艾司西酞普兰早期应用对预防卒中后抑郁发生的临床效果以及对神经功能康复的影

响。 
方法 将 246例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且症状不再进展的患者随机分为艾司西酞普兰+常规内科治疗

组和常规内科治疗组各 123 例，观察治疗 4w。于治疗前及治疗 1 w、2 w、4 w 末采用汉密顿

抑郁量表，来观察卒中后抑郁发生的概率，应用爱丁堡斯堪的那维亚卒中量表评定神经功能缺

损程度，并记录卒中复发的事件。 
结果 治疗 4W 末艾司西酞普兰+常规内科治疗组与常规内科治疗组发生卒中后抑郁的概率分别

为 8.2%、26.4%，艾司西酞普兰+常规内科治疗组显著降低卒中后抑郁的发生率（P＜0.01）；

神经功能康复显效率分别为 72.0%、46.6%，艾司西酞普兰+常规内科治疗组能显著提高神经功

能的康复（P＜0.01）。两组 4w 卒中复发率分别为 6.4%、7.3%，未达到统计学差异（P＞0.05），
两组不良反应,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早期应用艾司西酞普兰能有效的预防卒中后抑郁，起效快，安全性高，依从性好，并有利

于患者神经功能的康复，似乎可以减少卒中早期的复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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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1 
躯体症状障碍诊疗策略 

 
邓云龙,王东方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目的 躯体症状及相关障碍是 DSM-5 中的一个新的分类名称，这类障碍的共同点是存在突出的

与显著痛苦不适和损害相关的躯体症状。SSD 患者不仅受到与症状相关不适折磨，同时也存在

焦虑、抑郁等多种心理症状的困扰；并在多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会造成过度医疗；DSM-5 躯体

症状障碍的“前身”躯体形式障碍年医疗资源消耗占美国全部医疗费用的 16%以上，是其他心理

疾病患者的两倍多。躯体症状障碍虽然是一种患病率高的心理疾病，但患者却因为疾病认知和

病耻感等原因多不到精神/心理科而就诊于其他专科。国外调查显示综合医院中躯体形式障碍患

者高达 10%。尽管躯体症状障碍患者如此之多，但漏诊误诊率却很高。研究发现北京大学第三

医院内科和神经内科医师对该院 42 例躯体障碍识别率为 28.75%。刘海生等调查综合医院临床

医师对该病的知晓率，结果显示：三级医院只有 30.7%，二级医院为 1.3%，一级医院为 0%。

对躯体症状障碍正确有效的治疗更无从谈起，因此躯体症状及相关障碍的诊断及治疗是一个值

得探讨的问题。 
方法 本文结合临床与文献资料，从诊断策略以及治疗策略两出发，对躯体症状障碍的诊疗策略

进行概述与总结。 
结果 深入探讨了躯体症状障碍诊疗过程中的诊断概念的变迁及特点、诊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

对策、医患沟通过程中的问题及对策、治疗目的顺序的改变、药物治疗的原则与非药物治疗原

则等，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了悦纳沟通在躯体症状障碍诊疗中的应用。 
结论 与其他躯体或心理疾病相比，躯体症状障碍在临床表现、患者认知和就医行为等方面均有

自己独特的特点，其诊断、治疗和沟通当然也需要运用相应的不同的策略和方法。本文对此作

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希望能为临床各科医生提供帮助。 
 
 
PU-012 

柴胡桂枝干姜汤治疗失眠的研究进展 
 

朱雪琦,刘清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目的  失眠属于中医“不寐”、“目不瞑”、“不得眠”等情志病的范畴，以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睡眠为

特征，临床以难以入睡、易醒为主要症状，并伴有头晕、头痛、多梦、健忘、心悸等，中医治疗

失眠长期以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柴胡桂枝干姜汤出自张仲景的《伤寒论》，由柴胡、黄芩、

干姜、桂枝、栝楼根、牡蛎、炙甘草组成，具有疏肝利胆、温中健脾、生津敛阴、平调阴阳寒热

的功效。后世医家利用其通过调理脏腑而调畅情志的功效，在临床中治疗失眠，取得了较好的

疗效，故就此方在治疗失眠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方法  查询近十年内柴胡桂枝干姜汤治疗失眠的基础和临床研究相关研究。 
结果  柴胡桂枝干姜汤主治证候病机的中医理论，众多医家多有不同见解，主要包括少阳病兼

表邪未解、正气损伤；少阳病枢机不利，内生水饮、气郁、痰结；三阳并病；寒热错杂。此方具

有枢化少阳气机，宣散气郁、水饮、痰结；疏泄肝胆，调理脾土；安神定志，调节精神的功效。

从心身疾病即情志病的角度入手，通过恢复肝之疏泄，调畅情志，切断肝郁——不寐——肝郁

的恶性循环，辅以调理脾胃，从而进一步调肝，实现治疗不寐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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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胡桂枝干姜汤治疗失眠具有丰富的中医理论基础，理法方药完善。近十年来的临床研究表

明，柴胡桂枝干姜汤治疗失眠疗效确切；基础研究也取得一定成果，显示柴胡桂枝干姜汤具有

镇静作用，并证实该方中主要药味大多具有镇静、调节神经系统的作用。 
结论   柴胡桂枝干姜汤治疗失眠临床疗效较为可靠，是治疗失眠的理想方剂之一。但其治疗失

眠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如应用柴胡桂枝干姜汤时对中医症状辨证不确切，有的明确了治疗

的证型，有的则没有分型；部分研究对柴胡桂枝干姜汤的中药做了加减，但是加减理由不充分；

还有部分研究是柴胡桂枝干姜汤联合其他治疗手段，且尚缺乏规范的大样本多中心随机临床试

验，都不能确切说明柴胡桂枝干姜汤本身在治疗失眠中的疗效。此外，疗效作用机制的研究多

集中在柴胡桂枝干姜汤中单味药的作用，而中药复方配伍并不是药物数和量的简单相加；研究

方法多采用在神经内分泌和睡眠时相的指标，缺乏更能揭示失眠脑本质的神经影像学技术方面

的研究。因此，柴胡桂枝干姜汤临床研究的规范性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其疗效作用机制的研

究更应紧密结合国内外最新进展而有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PU-013 

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患者血清细胞因子病例对照研究 
 

冯蕾 1,2,邹韶红 2,王秀丽 2,肖江琴 2,李萍 2 
1.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北院（原:新疆交通医院) 

2.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1.研究目的：运用 GMS 诊断量表（维文版，信效度已做评定）在社区筛查老年抑郁症，

由精神科医师对筛查对象进行确诊，运用病例对照研究检测免疫学细胞因子 IL-1β、IL-2、IL-6、
TNF-a 在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中的量性差异。 
方法 2.研究方法： 
2.1 样本量：根据病例对照研究计算公式： 
进行 1∶1 配对设定两组分别为为 40 例。 
2.2  研究方法 
（1）抽样方法：随机抽取 GMS 维文版量表在社区筛查为阳性的老年人为病例组，选择同期就

诊的地域相匹配、无血缘关系、性别构成及年龄构成均无差别，经精神科医生诊断无老年抑郁

症符合纳入标准的维吾尔族老年人为对照组。 
（2）于上午 7∶00 一次抽取肘静脉血 4ml 置于肝素抗凝真空采血管，3000r\min 离心 5min，
吸取血浆，采用双抗夹心 ELISA（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细胞因子。 
结果 3.研究结果： 
3.1  病例组和对照组样本分布均衡可比，两组年龄、婚姻、文化程度等无统计学差异 
3.2  抑郁组和对照组的血清细胞因子在肿瘤坏死因子-a 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1  血清细胞因子在老年抑郁症病例组和健康对照组之间的比较 
   
诊断分组 N 均数±标准差 t/t' P 

IL-1β 对照组 36 31.615±71.815 1.840 0.073 
抑郁组 44 8.910±19.818     

IL-2 对照组 36 49.713±11.800 0.468 0.641 
抑郁组 44 48.502±11.266     

IL-6 对照组 36 1.478±1.456 -0.020 0.984 
抑郁组 44 1.485±1.456     

TNF-a 对照组 36 2.227±2.036 -3.675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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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组 44 5.095±4.661     
结论 4.研究结论  IL-1β，IL-2，IL-6 在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组和对照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而 TNF-a 的明显升高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可能说明 TNF-a 与老年抑郁症的发生

相关，而 IL-1β，IL-2，IL-6 与老年抑郁症的关联性不大。抑郁症与 TNF-α 升高可能的原因是

TNF-α 升高使细胞免疫功能增强，参与中枢神经系统的免疫病理损害，出现抑郁症状。本研究

样本来源于社区，受各种干扰因素较少。 
 
 
PU-014 

新疆某石化基地员工心理健康水平与不同民族之间 
差异的研究 

 
张丹妮,蒋春霞 

克拉玛依市独山子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企业员工心理健康水平以及不同民族员工之间的差异，为实施员工心理帮助计划提供

依据。 
方法 收集公司全体员工 SCL-90 量表测试结果，计算 SCL90 量表的各因子、总分的均值及其

标准差，并与全国常模及新疆职业人群常模进行比较；比较各民族组间的各因子均值、总分是

否有差异；比较不同民族男女阳性率的差异。 
结果 SCL90 量表测试结果除躯体化与全国常模无统计学差异，其余各因子分及总分均与全国

常模及新疆职业人群常模有明显差异（P<0.05）；不同民族之间各因子分、总分进行比较，躯

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 4 个因子得分在不同民族之间有明显差异（P<0.05），

其余因子分与总分在不同的民族之间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该企业员工整体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全国及新疆职业人群。不同民族在躯体化、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抑郁这几个方面，表现有所差异。 
 
 
PU-015 

心血管内科住院患者并发焦虑和抑郁现状调查 
 

张臻,朱宁 
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3 个月内入住我科的心血管疾病患者并发焦虑抑郁精神心理障碍的发病情况。 
方法 对 298 例住院的心血管患者应用 GAD-7 和 PHQ-9 量表进行入院及出院时的心理状况检

测，评估合并焦虑抑郁患者的发病率。统计学处理采用 SPSS13.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

资料采用均值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中因为涉及同一患者的前后比较，不满足独立项故采用配

对 t 检验比较前后差异，计数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 
结果 住院患者中 243 例出院诊断为心血管疾病，入院时并发合并焦虑和抑郁的发病率分别为

50.7%、 40.3%，各疾病分类下的焦虑和抑郁发病率分别为心肌病（53.3%/53.3%）、先心病

（66.7%/33.3%）、瓣膜病（44.4%/11.1%）、期前收缩（60.9%/43.5%）、快速心律失常

（50%/46.2%）、慢速心律失常（100%/66.7%）、心衰（50%/52.1%）、高血压（43%/32.9%）、

冠心病 （55.9%/32.4%），住院患者中出院诊断为非心血管疾病 57 例，合并焦虑抑郁的发病



第 23 届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全国年会暨心身医学国际论坛 书面交流 

158 
 

率分别为 49.1%、40.3% 。出院时再次对患者进行心理状况检测，焦虑和抑郁状态均有缓解，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 
结论 以心血管疾病相关症状和体征入院的患者，伴随焦虑和抑郁心理障碍的发病率较高，以焦

虑障碍为主，需引起临床医生的重视。焦虑抑郁症状的患者往往出现与心血管疾病躯体症状相

似的表现，有类似心绞痛的症状，高血压患者对血压升高的耐受性差，对降压药物反应性差，

表现为各种心律失常等，患者的主观症状与客观的检查结果不相符合，临床医生要注意鉴别。 
 
 
PU-016 
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疾病特点与 HTR3A 及 HTR3B Tag SNP

的关联性 
 

简佳,唐茂芹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通过病例-对照关联研究探讨双相情感障碍遗传易感性，探讨 HTR3A 及 HTR3BTag SNP
基因多态性与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疾病特点的关联性，为双相情感障碍早期识别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病例组研究对象为住院的 209 例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健康对照组为 200 例同期招募的健

康对照者。进行飞行质谱平台进行基因分型，采用 PLINK1.07 及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卡方

检验及回归分析等。对符合入组标准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采集病例组疾病资料，验证 HTR3A、
HTR3B 的多态性位点与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疾病特点的关联性。 
结果 HTR3A 的 rs11604247、rs2276302、rs10160548、rs1182457 携带突变基因个体存在精

神病性症状的比例较野生纯合患者个体显著增多（P＜0.05），HTR3B 除 rs1672717 及

rs12795805 以外的九个位点均与双相情感障碍精神病性症状存在显著关联性，P＜0.05）。

HTR3A的位点 rs10160548、rs1176713及HTR3B的位点 rs4938056、rs3782025及 rs1672717
携带突变基因的基因型组的平均起病年龄均较野生纯合基因型组的平均起病年龄早，具有显著

差异性（P＜0.05），HTR3A 多数多态性位点携带突变基因的基因型组的平均病程均纯合野生

基因型组的平均病程长，HTR3B 三个位点在两组之间的差异性达显著性标准（P＜0.05）。

HTR3A 的位点 rs10789980 与发病次数呈正相关（r=0.283,P＜0.01），位点 rs1062613 与家

族史呈正相关（r=0.298,P＜0.01），HTR3A 的其余位点与家族史及发病次数无显著相关性。

HTR3B 8 个多态性位点均与家族史呈显著相关性（r=0.262-0.424，P＜0.01）。HTR3B 的 11
个多态性位点中，仅 rs2276305 与发病次数呈显著相关性（r=0.370，P＜0.01）。 
结论 HTR3A 个别位点及 HTR3B 多数位点基因多态性可能与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出现精神病性

症状有关。HTR3A 及 HTR3B 的个别位点基因多态性可能与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早年发病有关。

HTR3A 的多数位点突变基因可能与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病程延长有关。HTR3B 多数位点突变基

因分布可能增加了家族遗传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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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7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与交通事故关系的研究 

 
王勇冲,季蕴辛,阮列敏 

宁波市第一医院 
 
 
目的 交通事故会给国家，社会，个人带来极大的损失，因此及早对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

综合征（obstructive sleep apnea-hypopnea syndrome,OSAHS）司机进行识别及管理，有利于

驾驶员个人健康和安全，有利于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本文将就 OSAHS 患者交通事故情况、

交通事故风险的预测、OSAHS 治疗以及患 OSAHS 司机的管理四部分内容进行综述。 
方法 查阅近年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与交通事故相关研究进行总结。 
结果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是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疾病，是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

其中多项研究已证实 OSAHS 与交通事故的发生密切相关。 
结论 但在国内大众对 OSAHS 的危害还没引起重视，对 OSAHS 与交通事故的关系更知之甚

少。西方国家对患 OSAHS 的司机的管理以有相关规定，国内对 OSAHS 司机的管理仍是空白。

因此作为医务工作者，尤其是睡眠医师，对于睡眠呼吸障碍疾病和交通事故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不仅需要临床医生、流行病学专家的多方协作，更需要交通管理部门、司法部门及全社会的大

力支持。 
 
 
PU-018 

心理干预对慢性疼痛患者负性情绪及失眠的影响 
 

薛云珍,常旭珍,张海波,张健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目的 研究心理干预对慢性疼痛患者的负性情绪及失眠的作用。 
方法 以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风湿科住院的慢性疼痛患者 62 名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干预组

和对照组，每组各 31 名。对干预组实施心理干预并辅助以日常的药物治疗，对照组不接受心理

干预，只进行日常的药物治疗。干预前后采用情绪量表及阿森斯失眠量表进行施测。 
结果 1.两组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均有较明显的改善（SAS：干预组：t=8.239，P=0.000VS 对

照组：t=6.022，P=0.000；SDS：干预组：t=7.125，P=0.000VS 对照组：t=6.842，P=0.000），

且干预组改善幅度比对照组大； 
2.干预组除去夜间苏醒得分变化无统计学意义外（P=0.071），其余各条目干预后较之于干预前，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心理干预对慢性疼痛患者的负性情绪及失眠有较明显的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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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9 
引导式教育对 1-3 岁脑瘫患儿情绪社会性发展的影响 

 
黄燕霞 

西安市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引导式教育是否能改善对 1-3 岁脑瘫患儿情绪社会问题。 
方法 将 186 例 1-3 岁脑瘫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及引导式教育组。两组均进行常规康复训练，引

导式教育组再加以引导式教育。观察两组训练前后情绪社会性评估及粗大运动评定结果的变化。

结果 干预 6 月后情绪社会性评估,引导式教育组能力域分值有明显提高，内隐域、失调域分值

有明显下降，两组分值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0.01）；粗大运动评定，两组治疗 6 个月

后较治疗前分值显著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两组治疗 6 个月后分值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引导式教育可以改善脑瘫患儿不良的情绪社会行为问题。 
 
 
PU-020 

抑郁症残留症状的中西医治疗 
 

周祥,沈莉,颜红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抑郁症残留症状会引起高复发率，亦会长期损害患者的社会功能，因此，治疗抑郁症患

者的残留症状是非常重要的。 
方法 从中西医两个方面探讨治疗抑郁症残留症状。 
结果 目前西医治疗残留症状主要有几个方面，在抗抑郁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同时给予认知行为治

疗；保持急性期治疗剂量作为维持治疗的剂量；联合使用两种不同类型的抗抑郁药，或联合使

用两种不同药效学特征的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针对不同的残留症状，选择不同的抗抑郁药

物等。我们发现在常规西药治疗残留症状的同时加用中医中药治疗效果更好，中医在治疗抑郁

症残留症状有自己独特优势，我们在多年的临床实践当中总结出“气郁神伤”是抑郁症发生发展

的核心病机，如《类证治裁》曰：“七情内起之郁，始而伤气，继必及血终乃成劳。”抑郁症残留

症状患者常常是气机郁滞为始，脏腑虚损为本。病证初起多实，久则由实致虚，由气及血，导

致虚实夹杂，或为虚损之候。在“气郁神伤”理论的指导下针对不同的残留症状进行辨证论治，我

们认为调气安神乃是大法，针对不同证型辅以疏肝健脾、清心除烦、活血化瘀、益气养阴、滋

补肝肾等，临床中取得非常好的疗效，常常效如桴鼓。 
结论 中西医结合治疗抑郁症残留症状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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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1 
慢性应激对 Nrf2 敲除鼠认知功能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吕超男,王铭维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观察慢性束缚应激后 Nrf2 基因敲除和野生小鼠海马神经元抗氧化能力的变化，探讨

慢性应激对 Nrf2 敲除鼠认知功能的影响及可能机制。 
方法 采用 Nrf2 敲除（KO）和野生（WT）小鼠，分别随机分为两个亚组：应激组和非应激组，

每亚组 15 只。对两组小鼠的应激组进行连续 4 周的束缚应激。应激结束后通过水迷宫实验检

测各组小鼠的学习记忆能力。用 ELISA 法检测海马 ROS、CAT、SOD2 含量，采用实时荧光

定量 PCR检测海马Nrf2 mRNA 相对表达量。运用GSH/GSSG试剂盒检测海马神经元内GSH
表达水平。 
结果 水迷宫实验结果显示，与野生小鼠相比，Nrf2 敲除小鼠的平均潜伏期均明显延长（P 均

<0.05）；Nrf2 敲除小鼠应激组比非应激组的平均潜伏期明显延长（P 均<0.05）；而野生小鼠

应激组与非应激组的平均潜伏期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在空间探索阶段，与野生非应激

组小鼠相比，野生应激组和 Nrf2 敲除各组小鼠的平台象限探索时间均明显缩短（P 均<0.05）；

Nrf2 敲除小鼠应激组比非应激组的探索时间进一步缩短（P<0.05）。野生鼠和 Nrf2 敲除鼠应激

后 ROS 均显著性增加；非应激 Nrf2 敲除鼠 Nrf2mRNA、SOD2 和 CAT 表达量显著低于野生

鼠；慢性束缚应激后，与野生鼠相比，Nrf2 敲除鼠 GSH/GSSG 比值显著性下降。 
结论 慢性应激诱导 Nrf2 敲除鼠的认知功能损害，这可能与慢性应激降低 Nrf2 敲除鼠的抗氧化

能力有关。 
 
 
PU-022 

非药物治疗改善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研究进展 
 

刘恒嘉,张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目的 轻度认知功能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是指处于正常认知功能下降与痴呆

之间的极不稳定阶段，以记忆功能下降为主要突出表现，但尚未影响正常生活自理能力。国外

一研究显示我国自 1990 至 2010 年之间，痴呆的患病率已突破 900 万，其中 AD 逼近 600 万。

目前尚未有国际公认的药物治疗，故学者以非药物性治疗为研究并发现对 MCI 患者的认知功能

有明确改善。 
方法 对 MCI 的危险因素众多，包括性别、年龄、遗传、血管性病变、内分泌、代谢性疾病等，

保护因素可有一定活动锻炼或爱好。国内常用筛查 MCI 患者的测评有 MMSE、MoCA、CDT 及

CDR，其中早期发现 MCI 患者的敏感度 MoCA 比 MMSE 好，但特异性方面则 MoCA 略差于

MMSE，故在筛查 MCI 患者方面以 MoCA 为主。 
结果 药物治疗如胆碱酯酶抑制剂、非甾体类抗炎药、银杏制剂、壳聚糖卵磷脂等抗氧化和抗炎

症、改善脑组织供血和脑细胞代谢、改善神经递质传递进行干预治疗，目前较为公认的是胆碱

酯酶抑制剂，而中医部分各家学说根据理论及临床经验予相对应的口服中药治疗。非药物治疗

可分为针刺疗法及康复训练疗法，而康复训练主要为认知训练、运动锻炼及其他疗法等干预改

善认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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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众多研究显示不管是单一、多样性或是联合应用进行干预，MCI 患者认知功能损害多能得

到改善，非药物治疗值得深入研究探讨。 
 
 
PU-023 

电话回访式健康教育对强直性脊柱炎出院患者遵医 
行为的影响 

 
王颖,封海霞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 探讨电话回访式健康教育对强直性脊柱炎出院患者遵医行为的影响 
方法 将 2015 年 10 月～2016 年 10 月，在我科住院的 符合入选标准的 80 例强直性脊柱炎患

者，按时间排序，分为 2 组，偶数组设为实验组，奇数组设为对照组，每组 40 例。对照组进行

常规出院健康指导，观察组在常规出院健康指导的基础上给予定期电话随访，从出院后第一周

开始，回访持续半年，由责任护士完成。出院后第 1 周开始回访，第 1 个月每周回访 1 次，

第 1 周：心理疏导、AS 基础知识。 第 2 周：用药指导、疼痛护理。 第 3 周：生活护理、饮食

指导。 第 4 周：功能锻炼 、按时复诊等。出院后第 2 个月开始，每月回访 1 次，连续回访

半年，详细记录回访内容，重视患者自身感受，提出解决方案，根据不同的患者选择有针对性

的宣教内容。半年后对 2 组患者的遵医行为进行比较。采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从出院及复查时两组患者综合性医院焦虑亚量表、抑郁亚量表测评结果的比较，服药及康

复锻炼依从性的比较，疗效评价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电话回访式健康教育能显著提高强直性脊柱炎出院患者的遵医行为，营造和谐的护患关系，

和谐的家庭氛围，延缓病情的发展 
 
 
PU-024 

医生情绪智力及应对方式对医患关系的影响 
 

浦方芳 1,柏涌海 2,张文跃 1 
1.太仓市第三人民医院 

2.上海长征医院 
 
 
目的 探讨临床医生情绪智力及应对方式对医患关系的影响。 
方法 使用困难医患关系量表（DDPRQ-10）、情绪智力量表（WEIS）、应对方式问卷（CSQ）

对上海某二甲医院 171 名医生进行调查。 
结果 医生情绪智力及应对方式与其对医患关系的评价显著相关；情绪智力中自我情绪的感知和

表达维度与应对方式中的解决因子，对医生体验到的医患关系困难度有负向预测作用，应对方

式中的退避因子有正向预测作用；中介效应分析显示，应对方式在情绪智力对医患关系的影响

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结论 医生情绪智力及应对方式影响其对医患关系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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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5 
经历车祸事件所致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民族差异性研究 

 
隋莲和,庞雨婷,张桂青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车祸后不同民族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严重程度及记忆水平的差异。 
方法 选取在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0 月在新疆某市经历车祸的 202 例经历者，分为汉族组

与少数民族组，分别在第 1 天、第 30 天行韦氏记忆量表，并于第 30 天完成创伤后应激障碍量

表。 
结果 经历车祸后 2 组间 PTSD 的比例少数民族组显著高于汉族组（χ2=4.058 ,P<0.05），车祸

第 30 天两组间 PCL-C 量表得分少数民族组的再体验及总得分显著高于汉族组（t再体验 =5.932，
P<0.001；t总分 =2.260,P<0.05），PTSD 患者第 1 天及第 30 天的图片记忆、视觉再生、视觉再

认、联想记忆、理解记忆及背数得分汉族组显著高于少数民族组(P<0.05)。 
结论 少数民族车祸后 PTSD 患者再体验症状较汉族组更为严重，且其记忆的损害程度更为明

显。 
 
 
PU-026 

品管圈管理在降低心身病房噪音量的应用效果观察 
 

李佳 
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品管圈管理在降低西南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心身病房噪音量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3 月 418 名住院患者为对照组，2017 年 4-6 月 466 名住院患者为观察组。

对照组予以常规病房噪音管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按品管圈管理方法实施病房噪音管理，

均为院内护理。研究结束后，比较品管圈管理法实施前后，品管圈管理小组人员无形成果（管

圈手法运用、沟通协调、专业知识、团队精神、创新能力、活动信心及电脑操作能力），同时

了解两组病房噪音差异以及患者睡眠质量情况。 
结果 实施品管圈管理后，品管圈管理人员 6 个维度的平均分值均升高。实施后管圈手法运用、

沟通协调、专业知识、团队精神、创新能力、活动信心及电脑操作能力分值明显高于实施前

（P<0.05）。出院时观察组目标达成率 100.71%及改善幅度 36.15%显著高于对照组 57.91%、

21.50%（P<0.05）。两组出院时噪音大于 60 分贝次数明显少于入院时，其中观察组少于对照

组（P<0.05）。对照组出院时睡眠质量明显低于入院时，且明显低于观察组（P<0.05）。观察

组出院时的睡眠质量评分与入院时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品管圈管理可提高医务人员工作能力、创新力及团队精神，同时可为患者营造安静舒适的

环境，提高患者睡眠质量，具有较大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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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7 
Orem 自理模式在青少年情感性障碍患者中的应用 

 
闫兰 

江西省精神病院 
 
 
目的 探讨 Orem 自理模式在儿童情感障碍患者护理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将 136 例青少年情感性障碍患者随机分成观察组 66 例和对照组 70 例，对照组根据护理

对象的自护需要和自护能力的不同而分别采取 3 种不同的护理系统：完全补偿系统、部分补偿

系统、教育支持系统而实施有目的、有计划的 Orem 自理模式护理干预（进行儿童大体评定量

表自护能力评价，然后根据得分情况使用 Orem 自理模式护理患者；≤50 分给予完全补偿系统，

51-69 分给予部分补偿系统，≥70 分给予教育支持系统）。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法。 
结果 观察组患者住院一周、住院一个月 SAS 评分均较入院当天明显下降；另外，与同期对照

组患者的 SAS 评分相比亦明显下降。观察组患者在出院前一天的自护能力明显优于对照组。观

察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21.25+4.12）天，较对照组的（25.14+3.05）天明显缩短。 
结论  在青少年情感性障碍患者护理中应用 Orem 自理模式能有效促进患者身心康复及自理能

力的提高，缩短住院天数，并可增强护士以患者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的服务理念，提高护理

质量和服务质量。同时可以指导患者及家属掌握行为治疗的原理和方法，使患者回家后能完成

自我护理，家属进行督导，早日回归社会。 
 
 
PU-028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Val66Met) genetic polymorphism and 
Alexithymia in Patients with panic disorder 

 
Zou Zhili,Zou Zhili ,Huang Yulan ,Wang Jinyu , Qiu Jian, He Ying,Min Wenjiao 

Department of Psychosomatic， Sichu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Chengdu， China 
 
 
A large body of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patients with panic disorder(PD) report 
more obvious alexithymia, and previous studies suggest genetic factors may 
b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alexithymia.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 Val66Met polymorphism 
and alexithymia in patients with panic disorder(PD), and then to evaluate the association 
of the Val66Met polymorphism of BDNF with PD risk. Moreover, we also compared panic 
disorder severity of PD with different BDNF Val66Met genotypes. 140 patients with PD and 
191 healthy age-matched and sex-matched controls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The 
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SM-IV axis I (SCID-I), 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 (TAS-20), 
and Panic Disorder Severity Scale (PDSS) were administered to all subjects. And genotyping 
of the BDNF Val 66Met polymorphism was evaluated.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PD 
patients with the BDNF G/G genotype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total and difficulty describing 
feelings(DDF) subdimension scores on the TAS-20 than those with the G/A or A/A 
genotypes. This study also suggests that the BDNF gene polymorphisms are not associated 
with PD in Chinese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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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9 
63 例非亲缘外周造血干细胞供者的心理护理 

 
毕静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 异基因外周造血干细胞移植（PBSCT）是目前治疗急、慢性白血病、淋巴瘤、骨髓增生异

常综合征及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等多种疾病的有效方法。我国每年有 400 多万患者等待行骨髓

移植，现在社会中大部分家庭都是独生子女，缺少同胞兄弟姐妹的捐献，致使高相合率人群减

少。移植则主要依靠非亲缘关系的无关供者。外周造血干细胞移植（PBSCT）与骨髓移植（BMT）
相比效果没有显著差别，并具有干细胞采集方便，供者无需麻醉，移植后受体造血功能恢复快，

重建免疫功能早，复发率低等优点，更为无偿捐献者们所接受。因此要做好非亲缘关系的供者

的动员及采集前后的心理护理，使供者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保证采集工作顺利进行，从而采

集到足量的干细胞以保证移植工作的顺利进行。 
方法 总结了 63 例非亲缘外周造血干细胞移植供者的特点，主要包括供者采集前、动员期间、

采集过程中及采集后的心理护理。 
结果 采集后 1 周回访结果显示 56 例供者已进入工作和学习状态，7 例供者还在家中修养，无

自觉不适，血常规检测均恢复正常。采集后 1 月回访 63 例供者已全部进入工作和学习状态，血

常规检测均显示正常。 
结论 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疗血液系统疾病的重要手段，能否找到合适的供者以及供者是否愿意

提供造血干细胞是关键，而保证干细胞的动员和采集过程的顺利进行是护理工作的重点。因此

加强对造血干细胞移植供者的心理护理，使供者达到身心最佳状态，积极配合干细胞动员和采

集，提高干细胞质量，保证采集足够的干细胞，确保移植工作的顺利完成。这不仅是对供者负

责，同时也可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捐献外周造血干细胞的队伍中来，为广大的血液病患者进行

外周造血干细胞移植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 
 
 
PU-030 

认知行为疗法对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负性情绪的 
干预效果研究 

 
孙垚,史宝欣 
天津医科大学 

 
 
目的 探讨认知行为疗法对缓解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患者

负性情绪的效果。 
方法 将 68 例类风湿关节炎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 39 例和对照组 39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性护

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针对性的认知行为干预，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情况调查量表、

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HADS）及疼痛视觉模拟评分量表

（Visual Analog Scale, VAS）评估患者的负性情绪以及疼痛情况，对比分析两组患者在干预前

后负性情绪及疼痛的改善情况。 
结果 干预前观察组抑郁水平得分为 10.85±5.01，焦虑水平得分为 9.79±4.31，疼痛程度得分为

6.32±2.23；对照组抑郁水平得分为 11.04±4.67，焦虑水平得分为 10.32±3.22，疼痛程度得分

为 5.45±3.43。干预后观察组抑郁水平得分为 8.97±4.32，焦虑水平得分为 8.43±5.45，疼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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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得分为 5.98±4.56；对照组抑郁水平得分为 5.98±3.22，焦虑水平得分为 6.54±2.31，疼痛程

度得分为 3.39±2.54。 
两组经过治疗后焦虑抑郁水平、疼痛程度均有所改善，对照组干预后焦虑抑郁以及疼痛-VAS 得

分显著低于观察组（P﹤0.05）。 
结论 对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应用认知行为疗法能够有效地改善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负性情

绪，缓解其疼痛程度，有利于患者的预后，提高生存质量。 
 
 
PU-031 

一般交通事故经历者急性应激障碍的发生率及 
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隋莲和,庞雨婷,张桂青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调查某市一般交通事故经历者创伤后急性应激障碍（ASD）的发病率及影响因素。 
方法 通过使用创伤后应激障碍量表平民版（PCL-C）、一般情况调查表及汉密尔顿焦虑、抑郁

等量表对交通事故经历者进行评估，共 145 名经历者完成调查，并依据 DSM-V 中 ASD 的诊断

标准筛查可能的 ASD 患者。 
结果 145 名交通事故经历者中 ASD 的发生率为 13.79%；女性 ASD 发生率（23.81%）高于男

性（9.71%），且具有统计学意义；有记忆减少的经历者 ASD 发生率（56.25%）高于记忆正常

（8.52%），且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市区一般交通事故 ASD 发生率高，应该前期进行心理干预防患 ASD 的发生；女性、记忆

内容减少可能为 ASD 的发生高危因素。 
 
 
PU-032 

抑郁症患者依恋特征、人格、家庭环境的相关研究 
 

武月霞,方建群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1）了解抑郁症患者与正常人成人依恋特征的差异性；（2）探讨成人依恋特征、人格、家

庭环境与抑郁症的相关性及其之间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探讨抑郁症的发生机制和途径。 
方法 （1）35 例 18 岁至 60 岁门诊抑郁症患者与 30 例年龄性别相匹配的正常人完成了一般情

况调查问卷、汉密尔顿抑郁量表、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CR）、艾森克人格量表（EPQ）、家

庭环境量表（FES）的评定。（2）采用 t 检验或 Χ2检验比较病例组与对照组心理测评结果,采
用多重回归分析检验成人依恋特征、人格、家庭环境与抑郁症的交互作用，采用结构方程模型

研究抑郁症的发生机制。 
结果 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维度与抑郁水平显著正相关（r=0.28 和 r=0.41）。抑郁症组 EPQ 中

神经质和精神质得分高于正常对照组 P<0.01）。家庭环境量表中的矛盾性维度与抑郁总分存在

显著正相关，而亲密度、娱乐性和组织性、情感表达三个维度与抑郁总分存在显著负相关。在

抑郁发生机制结构方程模型假设中，家庭环境通过依恋维度和人格两个中间变量的间接作用影

响抑郁症的发生发展。 



第 23 届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全国年会暨心身医学国际论坛 书面交流 

167 
 

结论 成人依恋特征、人格、家庭环境与抑郁症的交互作用，增加了对抑郁症的预测性；家庭环

境可能通过依恋及人格的中介作用影响抑郁症的发生发展。依恋的直接作用，可通过降低依恋

焦虑、依恋回避水平来缓解患者的抑郁情绪。 
 
 
PU-033 
基于 ALFF 及 fALFF 的双相抑郁患者静息态脑功能磁共振成

像研究 
 
张鹏 1,胡少华 2,陆邵佳 2,来建波 2,胡建波 2,李上达 2,徐婷婷 1,郑亚丽 1,张颢蝾 1,徐冬溶 1,胡婵婵 1,胡建波 1,李上

达 1,徐婷婷 1,张鹏 1,胡少华 1,陆邵佳 1,来建波 1,胡建波 1,李上达 1,徐婷婷 1 
1.萧山医院(原:杭州市萧山区妇幼保健院) 

2.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3.萧山医院(原:杭州市萧山区妇幼保健院) 

4.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5.萧山医院(原:杭州市萧山区妇幼保健院) 

6.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对双相障碍抑郁相患者静息态全脑功能的异常变化进行研究，探求双相障碍抑郁相患者的

病理生理机制。 
方法 利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采用 ALFF 及 fALFF 联合应用的方法，比较 21 例双相障碍抑郁相

患者及 21 例健康对照的静息态脑功能磁共振数据。 
结果 BD 组左中央旁小叶、右楔前叶、右中央前回 ALFF 值显著性高于 HC 组；右楔前叶、右

顶上回 fALFF 值显著低于 HC 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 
结论 采用 ALFF 及 fALFF 联合应用的方法，双相障碍抑郁相患者左中央旁小叶、右楔前叶、右

中央前回、右顶上回的脑功能存在异常，这些脑区功能的异常可能是双相障碍抑郁相的特征性

生物学标记。 
 
 
PU-034 

急性缺血性轻型卒中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研究 
 

张政 
德阳市人民医院 

 
 
摘要：目的：探讨急性缺血性轻型卒中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的发生率、临床特征。方法：选取

86 例患者作为病例组，80 例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使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评估其

认知功能。结果：86 例患者中有 52 例存在认知功能损害，占 60.5%，与对照组相比，病例组

在 MoCA 总分以及视空间执行功能、数字广度、注意力、复述、语言流畅性、抽象能力及延迟

回忆等子项的得分明显降低，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在命名、计算力、定向力方面的得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急性缺血性轻型卒中后存在包括执行功能障碍、记忆障碍在内的较

为广泛的认知功能损害，应早期进行认知功能筛查并及时全面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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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5 
一脑卒中高危人群颈动脉斑块及颈总动脉内中膜增厚的危险

因素分析 
 

王春芳 1,臧大维 1,2 
1.云南省曲靖市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2.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神经内科 
 
 
目的 探讨一脑卒中高危人群中颈动脉斑块（carotid plaque , CP）及颈总动脉内中膜增厚

（carotid common artery intima-media thickening , CCAIMT）的危险因素，以及各种危险因素

与 CP 数目和 CCAIMT 侧别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通过初筛获取拟研究的脑卒中高危人群，对所有纳入者行颈动脉超声检查，根据超声结果

将受试者分组，并记录所有受试者的相关危险因素及血液学指标。后通过统计学方法分析研究

在该脑卒中高危人群中 CP 及 CCAIMT 的危险因素，以及不同数目 CP 和不同侧别 CCAIMT 危

险因素间的区别和联系。 
结果 在该脑卒中高危人群中，CP 及 CCAIMT 的阳性率依次为 38.9%、24.8%。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示 CP 的危险因素为高龄、高 LDL-C 及空腹血糖水平、男性、合并脑卒中、糖尿病、

高血压病史、吸烟。与无 CP 患者对比发现，男性、高龄、吸烟、高 LDL-C 水平、合并糖尿病

病史、高血压家族史的患者更易罹患单发斑块，而男性、高龄、吸烟、高 LDL-C 水平、合并糖

尿病、高血压、脑卒中、房颤或心脏瓣膜病病史者更易罹患多发斑块。而 CCAIMT 的危险因素

则包括男性、合并脑卒中、高血压、糖尿病、房颤或心脏瓣膜病病史、吸烟、高龄。与无 CCAINT
患者对比发现，左侧 CCAIMT 的危险因素包括吸烟、合并糖尿病病史、男性以及高龄。右侧

CCAIMT 的危险因素包括男性、高空腹血糖水平、高龄及合并房颤或心脏瓣膜病病史。而双侧

CCAIMT 的危险因素为经常喝牛奶、吸烟、男性、高龄以及合并脑卒中和高血压病史。 
结论 通过该研究，发现了在该脑卒中高危人群中颈动脉斑块及颈总动脉内中膜增厚的危险因素，

以及颈动脉斑块数目和颈总动脉内中膜增厚侧别与各危险因素之间的关系。 
 
 
PU-036 

黄连阿胶汤治疗纤维肌痛综合征的临床研究 
 

李长红,魏琴,冯艳广,王俊丽 
新乡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 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黄连阿胶汤治疗纤维肌痛综合征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4 年 2 月-2017 年 8 月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符合条件的患者 335 例，

随机分为治疗组 ( 黄连阿胶汤治疗 n=168 ) 和对照组 (度洛西汀治疗组 n=167 )。比较两组治

疗前后麦吉尔疼痛量表 (McGill Pain Questionnaire，MPQ)、视觉模拟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VAS )、纤维肌痛影响问卷调查（FIQ）评分 、汉密顿抑郁量表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 计分和痛点个数变化情况，并对两组临床总疗效、副作用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一，三个疗程后，治疗组麦吉尔疼痛量表、视觉模拟量表、纤维肌痛影响问卷调查评

分、汉密顿抑郁量表计分均优于对照组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临床临床总疗效率

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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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黄连阿胶汤治疗纤维肌痛综合征明显提高疗效，减轻患者痛苦，改善患者睡眠质量，并且

不良反应小，安全性高，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037 

心身医学在肿瘤患者家庭中的应用 
 

曹倩 
天津市河西肿瘤医院 

 
 
目的 恶性肿瘤患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无论在家庭，还是在社会，都倍受关注和重视，而其家

属往往被人们所遗忘，甚至受到社会的指责。但是肿瘤所造成的心理伤害，不仅仅只针对患者

本人，而是对整个患者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构成了严重的影响，甚至损害了家庭成员的社会

功能。Baider 等调查发现肿瘤患者家属所承受的心理压力较患者更加严重。可见肿瘤患者家属

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普遍存在明显的焦虑、抑郁情绪；同时肿瘤患者家属的心理问题不

仅影响其自身的健康，而且对患者的康复也会带来不良影响。针对这样的情况，本文试图围绕

着关注肿瘤家庭的心理健康这一课题，深入探讨心身医学在肿瘤患者家庭中的应用。 
方法 在对患者家属出现不同心理反应认识的基础上，着重以我院心理专业组定期以“工作坊”的
形式开展“营养膳食坊”、“家属加油站”、“心理直通车”、“心理读书会”等主题活动，为身心疲惫的

肿瘤患者及家属进行心理充电为例，从实践中探讨了以肿瘤患者家庭为单位，进行心身整合诊

疗，配合沟通交流，实施人文关怀的方法。 
结果 在肿瘤患者及家属出现焦虑、抑郁、无助感等不良情绪的时候，给予心理干预和健康教育，

使他们疲惫的身心得以舒缓，紧张的心情得以放松，使我院心理门诊成为肿瘤患者家庭的心灵

家园；从而达到增强患者及家属与病魔斗争的信心, 有利于治疗的合理有效开展的目的。 
结论 肿瘤患者家属不仅是陪伴者，还是重要参与者，他们对疾病的认知、态度在心理和行为上

的暗示作用对肿瘤患者有着很大影响。因此，现代医学的发展使我们意识到在临床工作中，以

肿瘤患者家庭为单位，进行心身整合诊疗，配合沟通交流，实施人文关怀，才能最大限度地恢

复肿瘤患者家庭中每一位成员的身心健康及社会功能。 
 
 
PU-038 

624 茂县泥石流后灾民急性应激反应的发生情况分析 
 

银春燕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通过对来自 624 茂县叠溪镇特大泥石流的 110 名受灾群众心理应激状况的研究，探索泥

石流对受灾群众心理的影响，此次自然灾难的急性应激反应的发生率，并探索幸存者中丧失亲

人的幸存者和无人员伤亡的幸存者发生急性应激反应的差异，为进一步开展灾后心理卫生服务

提供依据。 
方法 对所有受灾群众在受灾后 2 周进行问卷评估，采用自行设计一般资料调查表和创伤后应

激障碍症状清单平民版量表进行调查，对部分理解力差或者文化程度较低的灾民，采用一对一

访谈后逐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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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发现未发生急性应激障碍 90 名(81.8％)，有急性应激障碍 20 例子（18.2%），其中有家

庭人员伤亡 18 例（16.4%），无家庭人员伤亡中急性应激障碍 2 例，占 1.8%；再体验症状阳

性 10 名(16.5％)，回避麻木症状阳性 40 名(36.4％)，高警觉症状阳性 62 名(56.4％)。 
结论 此次泥石流造成茂县某村落毁灭性伤害，大部分幸存者因当时在异地求学或者工作、居住

等逃离劫难，未亲身经历此次泥石流，但是他们的亲朋好友大部分在此次泥石流中不幸遇难，

仍给幸存者带来了严重的心理伤害，幸存者中出现急性应激反应发生率达到 18.2% ，其中家庭

有人员丧失的出现应激反应的更明显，此次的发生率较国内外灾难后出现的急性应激反应发生

率低，可能与此次泥石流的特点有关，灾难发生当时几乎所有幸存者未在现场，且因当地一直

处于灾难频发的地区，当地居民曾经历多次灾难等有关。 
 
 
PU-039 
某三甲医院不同临床科室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状况的对比分析 

 
刘向来 

海南省安宁医院 
 
 
目的 调查同一医院不同临床科室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比较其差异，分析其原因并给予相

应的干预措施。 
方法 方法：采用 90 项症状清单（SCL-90）对某三甲医院儿科的 23 名医生、42 名护士及皮肤

性病科的 16 名医生、27 名护士进行调查，采用 SPSS16.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两组间比较采

用配对 t 检验。 
结果 结果：1 儿科医生对比皮肤性病科医生：SCL-90 总分：(145±29.24 VS 136±31.28，p<0.05），
其中躯体化因子分：（1.37±0.36 VS 1.35±0.54，p>0.05），强迫因子分：(1.62±0.40 VS 1.61±0.47，
p>0.05)，人际关系因子分：(1.96±0.42 VS 1.69±0.51，p<0.05），抑郁因子分：(1.87±0.46 VS 
1.65±0.52，p<0.05），焦虑因子分：(1.94±0.32 VS 1.63±0.36，p<0.05），敌对因子分：(1.85±0.41 
VS 1.59±0.67，p<0.05），恐怖因子分：(1.18±0.30 VS 1.21±0.42，p>0.05），偏执因子分：

(1.38±0.33 VS 1.40±0.36，p>0.05），精神病因子分：(1.20±0.31 VS 1.22±0.24，p>0.05）。

儿科护士对比皮肤性病科护士：SCL-90 的总分：(156±26.14 VS 145±31.15，p<0.05），其中

躯体化因子分：（1.65±0.29 VS 1.50±0.43，p<0.05），强迫因子分：(1.62±0.43 VS 1.60±0.36，
p>0.05)，人际关系因子分：(1.85±0.37 VS 1.70±0.37，p<0.05），抑郁因子分：(1.93±0.49 VS 
1.81±0.43，p<0.05），焦虑因子分：(1.97±0.51 VS 1.79±0.52，p<0.05），敌对因子分：(1.88±0.49 
VS 1.72±0.61，p<0.05），恐怖因子分：(1.23±0.41 VS 1.20±0.34，p>0.05），偏执因子分：

(1.41±0.37 VS 1.42±0.38，p>0.05），精神病因子分：(1.24±0.41 VS 1.25±0.47，p>0.05）。 
结论 结论：儿科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较皮肤性病科医护人员差，应该给予疏导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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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0 
Nicotine dependence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treated in primary care centers: a cross-
sectional study 

 
Li Yan1,Hou Cailan 2,Ma Xinrong 3,Zhong Baoliang4,Zang Yu5,Jia Fujun 2,Lin Yongqiang 2,Helen F.K. 

Chiu6,Kelly Y.C. Lai6,Gabor S. Ungvari7,8,Chee H. Ng9,Cao Xiaolan5,Cai Meiying10,Xiang Yutao11,1 
1.Beijing Anding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2.Guangdong Mental Health Center， Guangdong General Hospital & Guangdong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Guangdong Province 

3.Ningxia Mental Health Center， Ningxia Ning-An Hospital， Ningxia Province 
4.The Affiliated Mental Health Center， Tongji Medical College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Wuhan 
5.Shenzhen Key Laboratory for Psychological Healthcare & Shenzhen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Shenzhen Kangning Hospital & Shenzhen Mental Health Center， Shenzhen 
6.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SAR 

7.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Australia / Marian Centre， Perth， Australia 
8.School of Psychiatry & Clinical Neurosciences，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Perth， Australia 

9.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Melbourne， Victoria， Australia 
10.Guangzhou Yuexiu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Guangdong Province 
11.Unit of Psychiatry， Faculty of Health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o SAR 

Objectives  Smoking is a serious problem of public health, patients with mental illnesses 
were 2 to 4 times more likely to smoke than that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Smoking is the 
leading cause of cancer and preventable deaths worldwide. Approximately 6 million people 
die from tobacco-related diseases, including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chronic diseases of the 
respiratory system and cancer, each year. Understanding the associated factors with nicotine 
dependence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may help researchers to know more about smoking 
in this population, develop the corresponding intervention method, and reduce smoking-
related comorbidities and mortality.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level of nicotine dependence 
in Chinese community-dwelling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treated in primary care centers 
and explore its associated socio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Methods  This study was part of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smoking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treated in primary care centers conducted between 
June 2013 and October 2014 in Guangzhou, China.   621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treated 
in primary care centers of Guangzhou were consecutively recruited. These patients recruited 
from the primary care centers are registered in the severe mental illnesses management 
database.“Current smoking” was defined as smoking at least one cigarette per day for at least 
5 days per week. The level of nicotine dependence was assessed by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Fagerström Test for Nicotine Dependence (FTND). In this study, the score of FTND ≥ 6 
was defined as nicotine addiction. The socio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also 
investigated. The comparisons of nicotine dependence betwee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reference group were conducted using the one sample t-test or Chi-square test, as 
approp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nicotine dependent. 

Results  In the whole sample, 148 patients were current smokers, the mean score of FTND 
was 5.06 ± 2.55 for all the current smokers (male: 5.14 ± 2.53 vs. female: 3.57 ± 2.63),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had a significant higher level of nicotine dependence tha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from Hangzhou, Nanjing, Guangzhou, Yinchuan (the mean score of FTND: 3.30), 
especially for males (the mean score of FTND:3.33). The prevalence of nicotine ad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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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ND ≥ 6) in these current smokers was 48.0% (71/148, 95% CI: 40.0-56.0), the figure was 
48.9% (69/141, 95% CI: 40.7-57.1) in male patients, and 2 female patients were nicotine 
addicted. The frequency of nicotine addiction in these pati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hinese 
community-dwelling general population from four cities (22.4%). In th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male, employed, have family history of psychiatric disorders, first episode and have 
more positive symptom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a higher level of nicotine 
dependence. 

Conclusions  The community-dwelling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treated in primary care 
centers had a higher level of nicotine dependence that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especially for 
males. The high prevalence of smoking in male general population might contribute to this 
result. The strong social and cultural attitude and pressure lead to the low prevalence of 
smoking in females, but it need a big sample to explore the associated factors of nicotine 
addiction in femal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the further studies. Reinforcement smoking 
intervention method for th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need to be developed in the future.   
 
 
PU-041 
慢性冰毒成瘾者戒断后亚急性期抑郁和焦虑症状发生率增加 

 
栾晓倩,何金彩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冰毒作为大脑兴奋性物质，产生兴奋状态，同时反复吸食给家庭及社会带来严重负担。同

时，随着社会压力的增加，冰毒吸食者也越来越多。冰毒吸食者造成病人的痛苦感受，伴发病，

以及不良反应，社会影响。抑郁在吸毒者中的高发性，抑郁者复吸，自杀风险均升高，另外有

研究表明可卡因成瘾时间越长，越容易抑郁。但是在冰毒成瘾中，戒断后抑郁、冲动和冰毒吸

食时间之间尚未有研究。既往也有研究表明吸食越长，冲动症状越重，但是在 METH 上未有研

究。提出本次试验的目的：探究吸食冰毒者在戒断期的吸食时间，抑郁，冲动之间的关系。过

去研究认为，毒品成瘾戒断后导致抑郁和冲动情况较多，然而，在冰毒的研究中，有关冰毒吸

食时间以及抑郁和冲动的发生率机制之间的关系却没有研究，因此，我们的研究目的是探索慢

性冰毒吸食者戒断亚急性期的抑郁与冲动发生率之间关系的研究。 
方法 我们纳入 179 例患者，采用 BDI13 评估抑郁，BIS 评估冲动，吸食时间超过一年的患者

定义为慢性吸食者，未超过一年的定义为急性吸食者。 
结果 长期吸食冰毒的人相对于短期吸食冰毒的人而言，年龄更大，更久的吸毒持续时间，BMI，
教育等其余方面并未表现出其他的差异；卡方分析显示长时间吸食冰毒的与更多的抑郁症状具

有明显的相关性，吸食 1 年以上的患者中有抑郁症状的患者比例更大 P 值为 0.021；长期吸食

冰毒者与更多的冲动症状具有明显的相关性，控制年龄后，统计学差异依然明显 P 值为 0.032；
评估抑郁症状的量表得分与冲动症状的量表得分成正相关 P 值为 0.001，且与年龄，阶层等并

无相关性。 
结论 冰毒吸食时间越长，戒断亚急性期抑郁与冲动的发生率越高，同时抑郁与冲动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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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2 
不同起病年龄老年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损害及血管风险 

因素特点 
 

张政 
德阳市人民医院 

 
 
目的  比较早发型老年抑郁症(early onset depression, EOD)及晚发型老年抑郁症(late onset 
depression, LOD)认知功能损害及血管风险因素的特点，为认识老年抑郁症认知功能障碍的不

同发生机制提供线索。 
方法  选取本院门诊、住院老年抑郁症患者，包括 EOD40 例，LOD42 例，及健康体检人群 50
例，进行简易智能状态测验（Mini-Mental Status Examination,MMSE）、蒙特利尔认知评估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及血管风险因素评估，分析 EOD 与 LOD 认知功能损

害及血管风险因素的特点。 
结果  LOD 患者 MMSE、MOCA 得分均明显低于 EOD 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EOD 组在抽象思维、交替连线测验、画钟测验及复杂图形测验中得分优于 LOD 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0.05)。LOD 组血管风险因素评分高于 EOD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与 EOD 相比，LOD 认知功能损害更重，尤其是在视空间与执行功能方面，血管风险因

素更高。 
 
 
PU-043 
男性缺陷型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 BDNF、GDNF、睾酮、催乳

素与社会功能研究 
 

唐小伟 1,张向荣 2 
1.南京医科大学；江苏省扬州五台山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 DS 患者血清 BDNF、GDNF、睾酮、催乳素水平变化与社会功能状况，

以及之间的关联性。 
方法 采用缺陷型精神分裂症诊断量表（schedule for the deficit syndrome，SDS）评估患者的

缺陷症状，将患者分为 DS 组 53 例和非缺陷型精神分裂症（non-deficit schizophrenia，NDS）
组 58 例。同时招募 41 名健康对照。运用住院精神病人社会功能评定量表（SSPI）和社会适应

量表（SAFE）评估患者的社会功能。使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检测所有受试者的血清 BDNF、GDNF 蛋白水平。采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

术检测血清睾酮、催乳素水平。 
结果 DS 组和 NDS 组血清 BDNF 水平均较对照组降低[（2.9±1.8）μg/L、（3.4±1.7）μg/L vs.
（9.5±4.0）μg/L，均P<0.01]，而 DS 与NDS 组间BDNF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7）；
三组间血清 GDNF 水平均无差异（F=1.97，P=1.43）；与 NDS 组相比，DS 组 SSPI 总分和各

因子分均较低，SAFE 总分、PANSS 阴性症状分、一般精神病理分、总分均较高。两患者组血

清睾酮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6.29±4.79 nmoI/L VS 15.47±3.85 nmoI/L;t=0.777，P=0.440）。
DS 血清催乳素水平明显高于 NDS（31.73±23.32 nmoI/L VS 20.99±11.20 nmoI/L;t=2.443，
P=0.018）。把所有患者纳入分析发现血清BDNF水平与SAFE分呈负相关（r=-0.197，P=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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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SSPI 因子 I、SSPI 因子 II 呈正相关（r=0.232，P =0.014；r=0.224，P=0.018）；GDNF 与

SSPI、SAFE 均未见任何相关性。 
结论  DS 可能是一种独立的疾病亚型存在明显社会功能受损。外周 BDNF 和 GDNF 可能并不

能作为区分 DS 与 NDS 的生物学诊断指标。DS 存在明显的高催乳素状态、催乳素或者下丘脑

-垂体-性腺轴功能异常可能是缺陷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一重要生物学标志。外周 BDNF 与精神

分裂症患者的社会功能恢复密切相关。 
 
 
PU-044 

抑郁症照料者负担的影响因素及干预效果评价 
 

杨科华,沈群燕,吕杏慧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下沙院区 

 
 
目的 探讨抑郁症照料者负担的影响因素，评估巴林特小组减轻照料者负担的效果。 
方法 采用简明社会支持量表（SSRS）、自编的抑郁症照料者负担调查表，对 2015 年 7 月-
2017 年 1 月随机抽取的 101 名抑郁症主要照料者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患者和照料者的

一般情况、主要的负担和社会支持情况；按照患者入院时间，采用每周两次由经过培训的巴林

特小组成员，精神科专科护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分批进行巴林特小组开展活动，每次

活动后均进行访谈，观察照料者负担改善情况。 
结果 影响照料者负担的因素包括：患者年龄、照料者文化程度、病情严重程度、自杀风险、医

保结算方式、照料者与患者关系、社会功能等相关；（2）巴林特小组干预后，92.05%的干预对

象认可巴林特小组干预方法；干预前后在抑郁症相关知识〔（1.25±0.82） vs（0.93±0.51）, P
＜0.001〕、照护技能〔（1.16±0.79）vs（0.92±0.59）, P＜0.018〕、社交负担〔（10.91±0.70）
vs（0.60±0.55）, P＜0.016〕、心理负担（0.99±0.657）vs（0.60±0.552）, P＜0.001〕综合负

担〔（1.19±0.80）vs（0.89±0.52）（P＜0.002）等方面均具有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影响抑郁症主要照料者负担的因素较多，巴林特小组活动有利于照料者识别和处理自身的

情绪反应和压力，获得社会或同伴间的支持有利于减轻照料者负担，经过巴林特小组干预后可

减轻照料者总负担水平。 
 
 
PU-045 
躯体症状认知行为治疗合并艾司西酞普兰治疗惊恐障碍的效

果评价 
 

余波,银春燕,杨昆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躯体症状认知行为治疗合并艾司西酞普兰（百适可）对在心内科住院的惊恐障碍患者

的临床疗效，并探索该方法是否能够提高服药依从性。 
方法 筛选在心内科住院符合 DSM-5 中惊恐障碍诊断标准的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

组及干预组。对照组采用一般性精神科医师会诊干预合并艾司西酞普兰 10mg/日治疗，干预组

采用躯体症状认知行为治疗合并艾司西酞普兰 10mg/日治疗，分别在治疗前、治疗 1 月、治疗

3 月时评估惊恐障碍严重度量表（PDSS）、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Morisky 服药依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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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量表。躯体症状认知行为治疗干预方法为实施 3～4 次无干扰的心理访谈，每次持续时间 
20min-40min，干预内容主要为针对患者的症状及检查结果进行生物性归因及社会心理归因（简

称二次归因），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识及应对能力，并且让患者努力做到三不一要（不谈症状、

不检查症状、不看与症状相关的医学信息、要参加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结果 干预组入组 19 例、对照入组 18 例。两组治疗前 PDSS 及 HAMA 评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
验，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前后 PDSS 及 HAMA 评分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时间效应及交互效应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对照组在治疗前、治疗 1 月、治疗 3 月

PDSS 总分分别为 12.06±4.29 分、9.11±3.61 分、4.22±3.17 分，干预组分别为 12.11±4.36 分、

5.32±3.86分、1.53±2.25分；对照组在治疗前、治疗1月、治疗3月HAMA总分分别为19.50±2.73
分、13.33±2.91 分、9.56±3.42 分，干预组分别为 19.21±2.84 分、12.37±3.04 分、7.53±2.67
分。治疗 1 月时干预组服药依从性为 94.74%（18/19）、对照组为 88.89%（16/18）（x2=0.424，
p>0.05），虽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干预组服药依从性明显高于对照组；治疗 3 月时干预组服

药依从性为 89.47%（17/19）、对照组为 66.67%（12/18）（x2=2.837，p>0.05），虽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但干预组依从性明显高于对照组。 
结论 躯体症状认知行为治疗合并艾司西酞普兰能够更好地改善惊恐障碍症状，能够提高惊恐障

碍患者的服药依从性，并且随着时间推移，治疗效果会愈加显著。 
 
 
PU-046 
西藏林芝地区 87 例住院藏族妇女身心疾病临床分析及探讨 

 
铭勇,普布扎西 

西藏林芝市人民医院 
 
 
目的 在西藏双心工作者中交流 
方法 病例分析 
结果 具有临床指导意义 
结论 我院对此类患者早期识别，早期干预，对存在明显的焦虑、抑郁状态的患者给予认知行为

和药物干预后明显改善了患者的临床症状。因此，我们认为 4 周短期认知行为和药物干预可以

在临床中推广，使更多患者得到益处。 
 
 
PU-047 

脑卒中偏瘫患者早期康复护理的进展研究 
 

马园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60 医院 

 
 
目的 再远研究早期康复护理对偏瘫患者的重要性研究进展 
方法 搜集大量文献以及最新指南进行研究早期康复护理的进展以及意义 
结果 脑卒中肢体功能的早期康复护理，在整个康复中起着决定性作用，需要医护人员和家属共

同配合，从生活心理，功能锻炼脑卒中患者。 
结论 脑卒中早期康复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早期康复作为脑卒中患者治疗的一部分，要把握号

时机，值得我们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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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8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Meta-cognitions about Health Questionnaire 
 

Dai Lisha,Deng Yunlong 
the Thir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Purpose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potential mechanism that might motivate and maintain health 
anxiety (HA), researchers have developed several measures to assess the level of HA, and to 
identify related cognitions and personality features. However, such instruments typically 
measure general metacognitions (e.g., the Metacognition Questionnaire-30, MCQ-30), 
thereby compromising the degree of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measurement as applied to 
HA-related metacognitions. To address that issue, the Meta-cognitions about Health 
Questionnaire (MCQ-HA) was designed especially for measuring metacognitive beliefs 
specific to HA. Because a Chinese version of MCQ-HA may be helpful in improv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HA in a Chinese population, in the current study we sought to develop a 
Chinese version of the MCQ-HA (CMCQ-HA). 
Methods We translated the MCQ-HA into Chinese with conside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For 
evaluation of its validity and stability, a sample of 1290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answered 
the CMCQ-HA, the Short Health Anxiety Inventory, the MCQ-30 and the Neuroticism scale of 
the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292 students of them answered the CMCQ-HA twice. 
Results Good internal consistency (α=0.81) and test-retest reliability (ICC=0.70) of the CMCQ-
HA was presented. Exploratory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es indicated a three-factor 
structure: beliefs about biased thinking, beliefs that thoughts can cause illness, and beliefs that 
thoughts are uncontrollable. Convergent validity, divergent validity and incremental validity all 
were acceptable. Measurement invariance across gender was established. 
Conclusions The CMCQ-HA shows promis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specific HA-related 
metacognitions in Chinese populations. 
 
 
PU-049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对甲状腺激素的影响 
 

余银亮,王丹萍 , 翁赛峥,占家铣 , 邓泓 ,李晓丹 
福州市第四医院 

 
 
目的 探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对精神病分裂症患者甲状腺激素的影响 
方法 对 80 例首次发病或停药 3 月以上的住院患者以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为主治疗，分别在治

疗前及治疗后 12 周查血清中甲状腺相关激素水平进行对照分析 
结果 部分患者治疗前后甲状腺相关激素有不同程度的改变 
结论 抗精神病药物对患者甲状腺相关激素水平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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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0 
膝骨性关节炎患者的抑郁状态及相关因素分析 

 
杨小立,廖侠,张青峰,胡晓红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膝骨性关节炎（KOA）患者的疼痛强度、认知功能与抑郁状态的关系。 
方法  分别对 120 名 KOA 患者及 120 名健康志愿者填写简易精神状态检查法（MMSE）、蒙

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

再对患者进行简易 McGill 疼痛问卷（SF-MPQ）评价疼痛强度。 
结果  KOA 组与对照组 MMSE、MoCA、HAMD、HAMA 评分分别进行 Mann-Whitney 秩和检

比较，均 P <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通过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显示，KOA 组 SF-MPQ 评

分与 HAMD 评分呈正相关（slope =1.024，R2= 0.366， P < 0.01）；SF-MPQ 评分与 HAMA
评分亦呈正相关（slope =0.908，R2= 0.264， P < 0.01）。KOA 组 HAMD 评分与 HAMA 评分

呈正相关（slope =0.829，R2= 0.629， P < 0.01）、MoCA 评分与 MMSE 评分亦呈正相关（slope 
=1.160，R2= 0.341， P < 0.01）。 
结论    KOA 患者疼痛强度、认知功能与抑郁状态密切相关，其往往伴随有抑郁状态，并且随着

疼痛强度的增加，抑郁症状也会随之加重。 
 
 
PU-051 

精神科医务人员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探讨 
 

桑红,李磊 
长春市第六医院长春市心理医院（原:长春市神经精神病医院) 

 
 
目的 探讨精神科医务人员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为提出与制定应对精神科医务人员职业倦怠的

对策提供依据。 
方法 在对吉林省精神科医务人员职业倦怠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基础上，通过文献研究对职业倦

怠影响因素的四大方面个体特征因素、工作与职业特征因素、组织与管理特征因素及社会因素

等进行了探讨。 
结果 个体特征因素包括一般人口学变量、人格特征、工作期望值、生活习惯与婚姻家庭生活、

职业与爱好能力的匹配等；工作与职业特征因素包括职业压力与医患冲突、社会支持水平、人

际情绪压力、角色应激以及工作控制感等；组织和管理因素包括组织公平、组织支持、组织奖

惩机制、政府财政投入以及法律层面的争议等；社会因素包括社会期望值过高、医疗环境的变

化、经济回报以及媒体的不良引导等。 
结论 精神科医务人员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制定应对策略时应考虑诸多方面

的影响因素，提出有针对性、有效的方法来预防、降低及控制其职业倦怠的发生、保护精神科

医务人员身心健康，提高其工作效率及职业效能感，增强其职业竞争力，从而提升我国精神卫

生事业整体水平，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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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2 
化疗对胃肠肿瘤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 

 
张文跃 1,易正辉 2,潘湘涛 3,陆晔 3,程旭 3,杨晓龙 1 

1.太仓市第三人民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精神卫生中心 

3.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化疗对胃肠道肿瘤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 
方法 采用词汇流畅、连线试验 A、数字广度、符号编码、Stroop 任务 5 项神经心理测试，对 87
例病理确诊的胃肠肿瘤根治术后患者化疗前、化疗结束后半年的认知功能进行评定，以 60 例性

别、年龄、受教育年限等匹配的正常人为对照。 
结果 ①化疗前胃肠肿瘤组各认知功能评测与正常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28-0.27，均

P>0.05)；②化疗后胃肠肿瘤组的连线试验 A、数字广度、符号编码、Stroop 颜色、Stroop 色词

干扰成绩较化疗前明显下降(t=4.66-7.17，均 P<0.01)，化疗后胃肠肿瘤组的连线试验 A、数字

广度、符号编码、Stroop 颜色、Stroop 色词干扰成绩也较正常组差(t=2.59-3.35，P<0.05 或

P<0.01)。 
结论 化疗对胃肠肿瘤患者的认知功能有损害。 
 
 
PU-053 

精神科护理人员职业暴露状况的现状分析及防护进展 
 

李水娟 
宁波市精神病院 

 
 
目的 分析精神科护理人员职业暴露状况，制定相应防护措施。方法：采用自主设计的护理人员

职业暴露防护调查表，对 96 名精神科护理人员职业暴露及防护情况进行调查分析。 
方法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护理人员的基本情况，职业暴露的因素，职业防护相

关内容。共发出调查问卷 96 份，收回 96 份，回收率 100%。对调查问卷进行整理分析。所有

统计学资料录入 SPSS19．0 统计学程序包中进行处理。 
结果 精神科护理人员发生过职业暴露率为 45.8%，职业暴露以患者直接攻击致伤、针刺伤或安

瓿割划伤为最常见，发生率分别为 68.18%、15.91%、9.09%，发生职业暴露后正确紧急处置率

为 70.45%。 
结论 应增强精神科护士的职业安全教育与管理，采取各种职业暴露的预防措施，规范各种处理

流程等有效降低职业暴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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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4 
谷氨酸转运体（SLC1A3）基因多态性与青少年自杀未遂的关

联分析☆ 
 

艾明,靳佳佳,冉柳毅,王苏亚,张书懂,陈建梅,况利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神经胶质高亲和性谷氨酸转运体（glial high-affinity glutamate transporter，SLC1A3）
基因多态性与中国青少年自杀未遂行为的关联性。 
方法 采用 iMLDRTM 基因分型技术，对 70 例青少年自杀未遂者和 112 例健康对照者对 
SLC1A3 基因 rs2269272 位点进行多态性检测，并应用生存分析研究危险等位基因(T)与自杀未

遂首发年龄的相关性，分析自杀未遂者自杀方式与危险等位基因（T）的相关性。 
结果 自杀未遂组与对照组相比，rs2269272 位点等位基因及基因型频率分布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自杀未遂患者携带危险等位基因(T)与不携带危险等位基因(T)首发年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暴力自杀与非暴力自杀 rs2269272 基因型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等位基因频率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结论 SLC1A3 基因 rs 2269272 位点是青少年自杀未遂的易感基因，携带危险等位基因(T)的青

少年可能更早自杀和采取暴力的方式自杀。 
 
 
PU-055 

BDNF 外显子 I 区域 DNA 甲基化、应激事件与抑郁症 
的相关性 

 
孙亭 

苏北人民医院 
 
 
目的 抑郁症以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疲乏感为主要的临床特征，伴有不同程度的社会功能损害。

在众多抑郁症易感基因的研究中，BDNF 是抑郁症目前研究最热门的候选易感基因之一。本研

究选取 BDNF 研究较为集中的外显子Ⅰ区域进行甲基化相关研究，探讨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基

因(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外显子 I 区域 DNA 甲基化与应激事件对抑郁症状

的影响。 
方法 DNA 甲基化作为环境因素与遗传因素的桥梁是目前研究最为广泛的表观遗传学修饰，本

实验运用甲基化特异性定量 PCR (Quantitative Methylation-Specific PCR,QMSP) 技术进行

DNA 甲基化检测，应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 评定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症状及其严重程度，

HAMD 是经典的抑郁评定量表，含有 7 个因子分，即焦虑/躯体化、体重、认识障碍、日夜变化、

阻滞、睡眠障碍、绝望感。应用生活事件量表( LES) 评定抑郁症患者的应激事件，量表内容包

括家庭生活，工作学习以及社交及其它。 
结果 病例组 BDNF 基因甲基化水平与日夜变化、阻滞（r/rs=0.323，P=0.042；r/rs=0.329，
P=0.038）存在正相关，和 HAMD 总分、焦虑/躯体化、体重、认识障碍、睡眠障碍、绝望感无

相关性（r/rs=0.298，P=0.062；r/rs=-0.009，P=0.954； r/rs=0.034，P=0.833； r/rs=0.112，
P=0.492； r/rs=0.492，P=0.146；r/rs=-0.189，P=0.243）。以性别分层后进一步行相关分析

后发现，HAMD 各项因子分与甲基化没有相关性。同时对病例组 BDNF 基因平均甲基化水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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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事件量表（LES）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未发现 BDNF 甲基化水平与 LES 总分、正性

事件，负性事件，家庭问题，工作问题，社交及其它问题存在相关性（r/rs=0.170，P=0.289；
r/rs=0.090，P=0.577； r/rs=0.107，P=0.505； r/rs=0.084，P=0.601； r/rs=0.093，P=0.561；
r/rs=0.023，P=0.887） 
结论 BDNF 基因外显子 I 区域 CpG 位点甲基化水平可能与日夜变化和阻滞有关，进一步分析

表明性别和年龄因素可能参与了上述调节；此位点甲基化可能与应激性生活事件无关 
 
 
PU-056 
根据多导睡眠图实施针对性睡眠护理在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

中的应用 
 

朱伟玉,徐美英,高志虹,邬芳华 
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根据多导睡眠图实施针对性睡眠护理在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 80 例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接受针对性睡眠护理干预）40
例和对照组（接受一般常规睡眠护理干预）40 例，观察时间为 4 周，通过多导睡眠图对两组患

者入院时及 4 周后整夜的睡眠进程、睡眠结构进行分析比对。通过焦虑自评量表、汉密顿焦虑

量表对两组疗效进行比对。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护理后睡眠总时间明显长于治疗护理前，卧床时间、睡后清醒时间、清醒次

数、睡眠潜伏期较治疗护理前明显缩短，睡眠效率高于治疗护理前；睡眠结构中浅睡眠比例小

于治疗护理前，深睡眠及快速动眼睡眠比例大于治疗护理前，焦虑自评量表、汉密顿焦虑量表

评分下降。干预后上述各项效应指标两组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根据多导睡眠图的监测结果给予广泛焦虑障碍患者针对性的睡眠护理能尽快改善睡眠，控

制患者的焦虑状态。 
 
 
PU-057 

产后抑郁症影响因素的研究 
 

叶云,阮列敏 
宁波市第一医院 

 
 
目的 产后抑郁症的发病率较高，不但影响了产妇的身心健康，对其婴儿和家庭的伤害也很大。

本文旨在探讨产后抑郁症发病的影响因素，通过积极预防来减少产后抑郁症的发生，保护母婴

身心健康。 
方法 从万方医学网和 PUBMED 中查阅相关相关文献进行总结。 
结果 有 8 项因素与产后抑郁症相关，其中产妇年龄大、婆媳关系差、基础人格缺陷、既往精神

病史、遗传因素、分娩前夫妻感情差等 6 项是危险因素；分娩过程顺利、分娩前有思想准备等

2 项是保护因素。 
结论 产后抑郁症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研究有助于临床医生早期筛查，早期诊断，早

期心理疏导及治疗产后抑郁症。并及时对产妇及其家属开展宣教工作，积极预防产后抑郁症的

发生。在产后抑郁症发生后针对不同病因进行治疗，防范自杀自伤和伤婴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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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8 
个性化心理护理对骨伤患者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 

 
常晶晶,何平,路光平 
解放军第二七三医院 

 
 
目的 探讨个性化心理护理对骨伤患者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 
方法 应用 SCL－90 量表评定患者入院时及出院前的心理健康状况，并予以心理护理，比较心

理护理干预前后的变化。 
结果  骨伤患者存在明显的焦虑、失望，悲观等心理反应，与国内常模相比差异有显著性（P＜
0.05）；心理护理干预前后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P＜0.05）。 
结论 对骨伤患者实施科学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心理护理，能改善其心理应激反应，提高心理

健康水平。 
 
 
PU-059 

黛力新引起排尿困难 1 例 
 

许旺旺 1,2,胡嫣然 1,2,毛家鑫 1,2,叶云 1,2,季蕴辛 1,阮列敏 1 
1.宁波市第一医院 

2.宁波大学 
 
 
目的 预防大剂量黛力新据有抗胆碱能的作用，可引起排尿困难，以降低因黛力新引起的排尿困

难的发生率。 
方法 查阅文献，采集于 2016 年 9 月 15 日宁波第一医院心身科门诊一患者的病史。 
结果 大剂量黛力新据有抗胆碱能的作用，可引起排尿困难，但是该患者服用在正常剂量且剂量

较小，引起起排尿困难的机制不明，服药前必要时做尿动力学等检查，以降低因黛力新引起的

排尿困难的发生率。 
结论  大剂量黛力新据有抗胆碱能的作用，可引起排尿困难，但是该患者服用在正常剂量且剂

量较小，引起起排尿困难的机制不明，考虑与其自身对药物的敏感度高，在此提醒广大临床医

师对服用黛力新等据有可能抗胆碱能作用的药物时，要警惕患者出现排尿困难的不良反映，特

别是老年患者，患有良性前列腺增生或既往有排尿困难史的患者，避免抗组胺药物与黛力新同

用，预防多药使用引起的叠加效应，服药前必要时做尿动力学等检查，以降低因黛力新引起的

排尿困难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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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0 
Stigmatizing attitudes and social distance towards 

schizophrenia and depression among Chinese 
caregivers: findings from a survey of mental health 

literacy and stigma in China 
 

Chen Shubao,Wu Qiuxia,Wang Xuyi,Qi Chang,He Haoyu,Long Jiang,Liu Tieqiao 
Mental Health Institute of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stigmatizing attitudes and social distance towards 
schizophrenia and depression among caregivers of mental disorders in China. 
Methods  In 2014, we recruited 402 caregivers of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 from a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of a general hospital in Changsha, Hunan Province. We displayed 
either a case describing schizophrenia or depression to caregivers. Their personal stigmatizing 
attitudes, and perceived stigmatizing attitudes were asked, as well as the desire for social 
distance. 
Results  Caregivers were most likely to consider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depression 
could not snap out of the problem, were not dangerous, but would like to avoid people with the 
two disorders. These were the same for the beliefs of other people’s perceived stigmatizing 
attitudes. In both vignettes, caregivers were most willing to make friends and spend the 
evening socializing with them, but were most unwilling to marry into the family of someone with 
a mental disorder. 
Conclusions   Anti-stigma interventions may need to address perceptions of the recovery of 
both disorders. Such interventions may need to reduce the social distance towards mental 
disorders, especially the marital status. 
 
 
PU-061 

PTSD 相关恐惧记忆消退研究进展 
 

张庆玉 1,阮列敏 1,季蕴辛 1,童茂清 1,朱珍珍 2,胡朦 1,禹海航 1 
1.宁波市第一医院 
2.宁波市康宁医院 

 
 
目的 本文从恐惧记忆消退的行为学、神经机制、分子生物学基础等方面进行了阐释 PTSD 相关

恐惧记忆消退研究进展。 
方法 查阅、总结归纳近年相关文献 
结果 随着社会各种应激事件的发生，人们的各种心理障碍逐渐增加。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是指个体经历严重的创伤应激后形成的一种焦虑障碍,对该症状治疗的关键是使得创伤应激导

致的条件性恐惧记忆能够消除。 
结论 因此深入理解恐惧记忆消退的机制对于治疗焦虑障碍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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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2 
护理人员心身健康水平与生活事件的关联性研究 

 
高放 

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护理人员心身健康水平与述情障碍的现状，分析两者的关联性。 
方法 运用一般情况调查表、中国心身健康问卷（CPSHS）及生活事件量表（LES）对成都市 6
所综合医院的护理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共收回问卷 674 份，剔除涵缺失值的无效问卷后，有效

问卷为 662 份,有效率 98%。将收集到的数据采用 SPSS 17.0 对数据进行录入、筛查和统计处

理。 
结果 低年资护理人员心身健康水平低于高年资护理人员，以社交问题为主，而高年资护理人员

以社交问题为多。其次护理人员心身健康水平与其年龄、是否是独生子女，学历有密切关系。 
结论 
护理人员心身健康与生活事件存在正相关，生活事件中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对心身健康有重要

影响。但总体解释变异度较低，建议今后在本研究基础上扩大影响因素的范围，进一步深入开

展可干预因素的研究和探讨。 
 
 
PU-063 

创伤暴露者早期叙事治疗干预的相关研究 
 

庞雨婷,隋莲和,张桂青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叙事治疗对车祸创伤暴露者进行早期干预的效果评价 
方法 选取在 2014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0 月的 40 例车祸经历者，将其随机分为干预组与对照

组，对干预组实施早期叙事治疗的干预手段，并记录两组记忆水平、应激症状及情绪的变化。 
结果 干预组与对照组在记忆、应激症状、抑郁及焦虑情绪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使用叙述治疗对创伤暴露者进行干预可延缓其记忆水平的下降，降低其抑郁、焦虑及应激

症状。 
 
 
PU-064 
简易认知行为干预对脑卒中后睡眠障碍治疗效果的对照研究 

 
徐显凤,杨晓光,胡强 

齐齐哈尔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简易认知行为干预对脑卒中后睡眠障碍的疗效。睡眠障碍是脑卒中患者常患的一种

并发症。研究提示卒中后睡眠障碍的发病率较高。Iranzo 等研究发现睡眠期间发病的脑卒中与

夜间呼吸睡眠异常有关。王宁群等研究显示脑梗死合并睡眠呼吸障碍患者亚急性期存在明显的

心理不适。由于脑卒中后睡眠障碍的影响因素很多，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综合反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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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目前推荐综合治疗。睡眠障碍的治疗大致分为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两大类，而心理治疗

成为非药物治疗首选。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 CBT),是心理咨询取向

的一种。它是以目标为导向,用系统化的程序,来解决认知、情绪和行为等方面的问题的。由于认

知行为疗法对改善睡眠的有效性,其受到心理咨询理论与研究的热烈欢迎。本研究拟对脑卒中睡

眠障碍患者进行评估分析，探讨脑卒中后睡眠障碍的相关因素，为急性脑卒中睡眠障碍患者提

供早期诊断的依据，并辅以简易认知行为干预技术及时加以到治疗，促进患者的神经功能、认

知功能康复，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减少社会及家庭的经济负担，帮助患者回归社会，为临床

此类疾病的临床诊治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将 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 9 月就诊于齐齐哈尔市五官医院及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的 211
例卒中患者，使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评估；从中进一步选取存在睡眠问题的卒中患者 80
例，随机分为两组接受建议认知行为治疗组和临床常规干预组，对睡眠问题再次进行评估。 
结果  211 例脑卒中患者中发生睡眠障碍 142 例，失眠患病率高达 67.3%。干预 8 周后，观察

组失眠水平与干预前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t=9.752，p﹤0.05），较对照组也均有显著性差异

（t=7.521，p﹤0.05）,干预组失眠症状好转率显著高于对照组（t=4.876，p=0.027）。 
结论  脑卒中患者睡眠障碍问题较为严重，简易认知行为干预能够快速有效地帮助脑卒中患者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失眠问题。 
本研究为探索性研究，由于本研究纳入样本量较小，研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选择性偏倚，故需

在下一步研究中扩大样本量，做进一步统计学上的随机性研究，以确定其在大范围内的可靠性。 
 
 
PU-065 

50 例白癜风患者计算机多相个性测量诊断系统分析 
 

张政 
德阳市人民医院 

 
 
目的  调查白癜风患者的心理状况并进行分析，引导他们进行心理调节, 积极配合治疗。 
方法  采用邹义壮博士主持修订的计算机多相个性测量诊断系统( 简称心理 CT) 对 50 例白癜

风和正常人的临床子量表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白癜风患者与正常体检者比较，计算机多相个性测量诊断系统的临床量表中的D1(抑郁)、
D3 ( 躯体不适感)、HY( 疑病)、PA( 偏执)、SA ( 社交能力) 等因子均有差异( P<0.05)。 
结论  白癜风患者的焦虑情绪与正常人比较有差异, 且与医源性因素、生理因素、社会心理因

素密切相关, 需要引起临床医生的高度注意, 有针对性地进行临床干预。 
 
 
PU-066 

团体正念认知疗法治疗强迫症中的治疗关系 
 

陆璐 1,张天然 1,王建玉 1,范青 1,张海音 1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正念认知疗法被认为是认知行为疗法第三浪潮的一部分，近年来不仅应用于抑郁症防复发

治疗等精神障碍的治疗中，也广泛应用于癌症、心血管疾病等心身疾病的病人的心理干预中。

来访者与治疗师的治疗关系是团体凝聚力的一部分，也是重要的心理治疗起效因素。本研究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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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运用团体正念认知疗法治疗强迫症患者时，心理治疗师和来访者治疗关系的表现及促进治疗

关系的有效策略。 
方法 采取方便抽样，选取有 1-10 年医院心理治疗工作经验的 3 位心理治疗师和其所带领的 2
组强迫症正念认知治疗团体（共 11 人完成团体治疗，脱落者 2 人），团体成员皆为上海市精神

卫生中心门诊征集的轻至中度强迫症患者。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治疗师和来访者进行半结构式

访谈，对逐字转录所获得的访谈资料进行编码, 运用类属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 
结果 双方对治疗关系的评价：平等、温暖、正向和专业权威性等。团体正念认知疗法的治疗关

系的外显表现为来访者对治疗师的关注、团体中的自我表达、治疗依从性等方面；治疗关系的

内隐表现为情感表达的深度、治疗师的自我开放程度、治疗师对当下状态的感知、移情与反移

情等方面。促进治疗关系的有效策略包括共情，增加负性情绪的表达空间，治疗师的自我暴露，

更针对来访者个体情况的疾病解答，降低对治疗的理想化等。阻碍治疗关系的无效策略有过度

的情绪表达，治疗师对治疗设置的松动，反馈空间太少等。 
结论 增加有效策略的运用，避免无效策略，可促进正念认知疗法治疗强迫症患者时治疗关系的

建立和积极发展，促进治疗的有效性。 
 
 
PU-067 
舒肝解郁胶囊与地西泮片治疗酒精依赖综合征伴焦虑情绪患

者的对照研究 
 

夏青春,陈科,陈小郧,那万秋 
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舒肝解郁胶囊治疗酒精依赖综合征伴焦虑情绪患者的疗效和不良反应 
方法 86 例酒精依赖综合征伴焦虑情绪患者随机分成研究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戒

酒治疗，研究组服用舒肝解郁胶囊，对照组服用地西泮片，疗程 4 周。分别于治疗前，治疗第

1、2、3、4 周末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焦虑自评量表（SAS）、副反应量表（TESS)
评定疗效和不良反应 
结果 至研究终点，研究组和对照组有效率分别为 86%，9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 HAMA、SAS 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P＜0.05 或 P＜0.01），但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研究组的 TES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舒肝解郁胶囊治疗酒依赖综合征伴焦虑情绪患者的疗效与地西泮片相当，但安全性更好。 
 
 
PU-068 

睡眠-觉醒障碍数据库的建立及应用 
 

刘艳艳,杜宁,薛蓉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应用 MS SQL Sever 数据库平台，建立睡眠-觉醒障碍数据库。该数据库纳入 10 种睡眠障

碍疾病，对确诊为睡眠-觉醒障碍的 315 例患者进行登记 
方法 1、设计睡眠-觉醒障碍数据库的构架，建立基本信息的采集模块、采用 MS SQL Sever 数
据平台及基于浏览器(B/S)访问模式开发建立睡眠-觉醒障碍数据库，对诊断为睡眠-觉醒障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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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例患者进行登记分析。2、数据库中的病例按照 DSM-5 将睡眠觉醒障碍分为：失眠障碍、

过度嗜睡障碍、发作性睡病、呼吸相关睡眠障碍、昼夜节律睡眠-觉醒障碍、非快动眼睡眠-唤醒

障碍、噩梦障碍、快动眼睡眠行为障碍、不宁腿综合征、物质/药物所致睡眠障碍、据 ICSD-3 诊

断标准补充的睡眠疾病，统计分析各类型睡眠障碍的比例。 
结果 
建立睡眠-觉醒障碍数据库。截止 2016 年 3 月，录入病例 315 例。 
分析数据库中 315 例病例，失眠障碍 201 例，过度嗜睡障碍 4 例，发作性睡病 11 例，阻塞性

睡眠呼吸暂停 55 例，昼夜节律睡眠-觉醒障碍 1 例，非快动眼睡眠-唤醒障碍 1 例，噩梦障碍 5
例，快动眼睡眠行为障碍 28 例，不宁腿综合症 8 例，物质/药物所致睡眠障碍 1 例。首次就诊

78 例。 
失眠障碍按病程分为：①急性和短期失眠障碍 38 例 ②间断性失眠障碍 29 例 ③持续性失眠障

碍 115 例 ④复发性失眠障碍 19 例 
失眠障碍按症状分为：① a 入睡困难 44 例 ② b 维持睡眠困难 13 例 ③ c 早醒，且醒后难复

入睡 19 例  ④ a&b 25 例  ⑤ a&c  32 例 ⑥ b&c 30 例 ⑦ 混合型（a&b&c） 38 例 。 
失眠障碍同时伴随其它系统疾病（未治愈）：循环系统 52 例 ，消化系统 22 例 ，神经系统 20
例 ，代谢系统 19 例 ，内分泌系统 10 例 ，妇科系统 9 例 ，精神系统 5 例 ，血液系统 2 例 ，
风湿系统 2 例 ，泌尿系统 1 例 ，免疫系统 1 例 。 
结论 
完成了睡眠-觉醒障碍数据库的搭建。该数据库可用于对睡眠-觉醒障碍疾病信息的储存及管理，

探索睡眠-觉醒障碍的病因及影响因素、临床特征、神经心理特征，对疾病的转归和有效的治疗

提供数据支持，对大规模、多中心的睡眠障碍疾病的研究提供了临床研究依据。 
该睡眠-觉醒障碍数据库中失眠障碍所占比率为最高，其中非首次就诊人数比率大于首次就诊比

率。 
失眠障碍按病程分类中，持续性失眠障碍发生率最高，复发性失眠障碍发生率最低。 
失眠障碍按症状分类中，入睡困难发生率最高，维持睡眠困难发生率最低。 
失眠障碍同时伴随其它系统疾病（未治愈）中，循环系统疾病比例最高，免疫系统疾病比例最

低。 
 
 
PU-069 

精神分裂症患者体重增加情况及相关因素分析 
 

闫冬梅,裴树景,段建丽,张中杰 
山西省荣军精神康宁医院 

 
 
目的 调查精神分裂症患者服用抗精神病药物体重增加的情况及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本研究选取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山西省荣军精神康宁医院入院的患者。入组标

准：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版（ICD-10）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入组前至少 1 个月未服用

任何抗精神病药物；入组后使用单一抗精神病药物；患者和监护人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伴有糖尿病、高血压及其他严重躯体疾病；有药物或酒精依赖史；妊娠或哺乳期妇

女。采用队列研究方法评估 158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服用不同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治疗 8 周末体

重变化情况；收集人口学资料并于基线时测量相关生理（身高、体重）、生化指标（胆固醇（CHOL）、
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LDL）、高密度脂蛋白（HDL）、空腹血糖（FBG）），8 周

末将研究对象按体重是否增加（体重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 7%或以上）进行分组，进一步探讨其

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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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 体重增加的情况：共入组 158 例，其中阿立哌唑口腔崩解片 30 例，利培酮片 29 例，

奥氮平片 21 例，喹硫平片 19 例，氯氮平片 29 例，齐拉西酮胶囊 30 例。8 周末体重增加的发

生率为 24.1%，其中氯氮平的比例为 42.1%，奥氮平的比例为 31.6%，利培酮的比例为 23.7%，

喹硫平的比例为 2.6%，齐拉西酮胶囊和阿立哌唑口腔崩解片的比例均为 0.0%，男性（32.4%）

的发生比例高于女性（8%）。 
    2.体重增加的相关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体重增加组和非增加组在性别（P=0.001）、

年龄（P=0.030）、药物（P﹤0.001）和基线 BMI（P=0.047）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多因

素分析结果：以体重增加与否作为因变量，将各项目作为自变量，采用非条件 Logistic 逐步回

归分析，回归模型选入 P﹤0.05 的变量有性别、药物。 
结论 性别、药物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体重增加的主要危险因素。 
 
 
PU-070 

南通市非体力劳动者亚健康诊断标准的研究与探讨 
 

戴伟华,蒋娟,李雄伟,周春英,施佳佳 
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本研究尝试从亚健康的临床特征、心理学量表检查特征等方面着手研究。研制一种标准

化的亚健康状态诊断自评量表符合社会需要,通过因子分析设计亚健康诊断量表，并通过信度、

效度检验以及实际应用来评价量表的优劣。 
方法  采用整体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研究内容 以 WHO 的健康概念为依据，亚健康可划分为

三个层次：生理层次、心理层次、社会适应层次。生理亚健康的评价方法采用慢性疲劳综合征

（CFS）诊断法 [14,15]，心理型亚健康评价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社会适应层次亚健康

评价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量表测定简表》（WHOQOL-BREF）。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

方法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共发放调查表 887 份，去掉填写不规范的共收回有效量表 708 份，有效率 86.66%；男

性 407 人（占 57.49%）、女性 301 人（占 42.51%）；年龄 21 岁-59 岁，平均 35.81±9.54 岁。

由 20 个指标构成的亚健康调查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结构效度，亚健康组和非亚健康组的 SCL-
90 得分和生存质量量表得分差异显著，优于慢性疲劳综合征诊断标准。当分别以 3 个月疲劳感

外加 4 个及以上辅助诊断因子（CFS4 标准）和自行制订的 20 个条目的非体力劳动者亚健康调

查表（亚健康标准）大于 45 分作为亚健康诊断标准时，两个标准能很好的区分亚健康组和非亚

健康组的，不同组别的各项 SCL-90 得分和生存质量量表得分均有显著差异，并且发现后者的

统计量（t 值）要大于前者，提示我们自行设计制定的亚健康诊断标准要优于 CFS4 诊断标准 
结论  本诊断量表全面考虑了亚健康的临床、心理学和社会特征，既考虑了躯体症状和功能性

紊乱等方面进行亚健康状态评价，也考虑了心理和社会交往等方面，条目简洁而全面，有较高

的区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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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1 
一款更加适合中国人群的心身医学评估量表软件 

 
唐昀,方议兴 

南京方禾数字医疗 
 
 
目的 如何让广泛应用的国际经典量表获得中国常模，从而获得更高的信度、效度；如何编制出

符合我们中国人群特征的心身、精神量表，是我国心身医学专家面临的挑战和使命。 
方法 以中国心身医学专家历时近 20 年完成了 SHAI（健康焦虑量表）、TAS-20(多伦多述情障

碍量表)、IDA（激惹、抑郁和焦虑量表）、PSDS（卒中后抑郁障碍评估量表）的国内引进及信

度、效度检测；同时，开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心身症状量表》，为国内心身医学学科和

临床的开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结果 依托信息技术优势，方禾数字医疗联合中国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开发出《方禾心身测评系

统》，为适合中国人群的心身量表的快速前面推广、应用提供助力。 
结论 《方禾心身测评系统》除了具有上述特色评估量表之外，同时自带临床常用的 MMPI、瑞

文等经典常用量表 30 余种。作为最新的信息技术产品，该系统具备“量表自动添加功能”，即系

统在客户端安装后，客户有后续需要添加的新的量表，可以在后台自行添加。 
 
 
PU-072 

新疆兵团少数民族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心理的研究 
 

庞雨婷,隋莲和,张桂青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新疆兵团少数民族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心理。 
方法 通过使用民族认同量表与宗教认同量表，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属的八个师的 781 名少

数民族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在民族认同上，哈萨克族的认同度明显高于维吾尔族与回族，维吾尔族要高于回族；在

宗教认同度上，回族最高。�受教育程度与民族及宗教认同程度呈正相关。 
结论 对本民族的认同程度越高，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也会相应升高。而对中华民族认同度越高，

宗教习俗与行为相应的会少，同时也会减少对宗教的依恋程度； 
 
 
PU-073 

引起躁狂症患者攻击行为的危险因素及护理措施探究 
 

杜群丽,钱志萍,余斌 
江西省精神病院 

 
 
目的 探究分析躁狂症患者出现攻击行为的危险因素及相应的护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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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4 年 8 月至 2016 年 8 月期间，在我院接受治疗的躁狂症患者 70 例，依据不同

的入院时间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35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依据引起

攻击行为的危险因素，给予针对性护理，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 
结果 两组患者护理前的 MOAS 评分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观察组患者护理后的 MOAS
评分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的不良事件发生率 5.7%低于对照组患者的不良事件发

生率 31.4%（P<0.05）；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94.3%优于对照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74.3%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针对引起躁狂症患者攻击行为的危险因素，给予针对性的护理措施能够有效降低不良事件

的发生，提高护理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PU-074 

不孕症患者心理问题研究进展 
 

胡嫣然 1,2,胡朦 1,2,阮列敏 1,楼忠泽 1,季蕴辛 1,王勇冲 1,2,许旺旺 1,2 
1.宁波市第一医院 

2.宁波大学 
 
 
目的 不孕症给患者带来心理上的压力，带来负性的情绪，影响患者的内分泌功能，降低受孕的

成功，使不孕症患者的病情加重，影响其治疗，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本人就不孕症患

者的相关心理问题及心理干预研究做一综述。 
方法 查阅近年不孕症患者相关心理研究文献进行总结。 
结果 目前我国不孕不育的发生率逐年上升，而不孕症患者的治疗过程较复杂、治疗周期长、受

孕成功率低，使不孕症患者产生多种心理问题，这会对不孕症患者的治疗结局产生不利的影响。 
结论 目前不孕症患者的治疗过程漫长、治疗效果不佳、缺少社会支持等因素，使不孕症患者产

生多种心理问题。而由于医护人员时间不足、人员缺乏，所以目前生殖医学中心的临床工作中，

缺少这方面的专业心理干预实施。未来学科的发展，必定是多学科联合发展的趋势。在未来的

临床工作中，生殖医学可以与心理科共同联合进行不孕症患者的诊治，既重视不孕症患者疾病

本身的治疗也重视其心理，积极的推进“以人为本”的医学干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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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5 
Decreased left insular volume as a potential 

endophenotype for schizophrenia 
 

Guo Wenbin1,Zhang Hongxing2,Xu Xijia3,Liu Feng4,Su Qinji5,Zhang Zhikun5,Li Ranran1,Li Huabing6,Wu 
Renrong1,Liu Yi1,Zhao Jin1,Wang Ying1,Zhao Jingping1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11， China. 

2.Henan Key Laboratory of Biological Psychiatry， Henan Mental Hospital，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xiang Medical University， Xinxiang， China. 

3.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Affiliated Nanjing Brain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4.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Tianjin， China. 
5.Mental Health Center，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7， China. 
6.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11， China. 
 
 
Decreased insular volume has been observed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However,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insular volumetric reductions are static or progressive or reversible in 
different stages of schizophrenia is a critical issue with great implications for diagnosis, 
prognosis, and model of disease neurophysiology. The samples included 673 participants 
(first-episode patients, recurrent patients, chronic patients, high-risk subjects, unaffected 
siblings and healthy controls) from four centers. Voxel-based morphometry wa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structural images with an overlapping technique, which was employed to define 
brain regions with abnormal gray matter volume (GMV) common to schizophrenia. The left 
insular volume decreases progressively from first-episode patients to chronic patients, which 
also reduces in unaffected sibling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ft insular volume and 
illness duration is found in the pooled patients from all samples. However, the left insular 
volumetric reductions seem to have no effects on the prognosis of schizophrenia. A clinical 
staging model with an overlapping technique is first employed to examine the left insular 
volume by using a multi-center design. The results exhibit that the left insular volume 
decreases progressively with illness duration in schizophrenia, which is shared by unaffected 
siblings. This study thus provides evidence of the left insular volume as a potential 
endophenotype for schizophrenia. 
 
 
PU-076 
抗精神病药对首发精神疾病 QTc 间期变化的相关因素分析 

 
吕笑丽,王碧馨,满丽娟,殷铭,袁念,李哲,杜向东 

苏州市广济医院 
 
 
目的 调查抗精神病药对首发精神疾病 QTc 间期的延长及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对服用稳定剂量抗精神病药治疗 1 月的 309 例首发精神疾病患者进行回顾性调查，收集

人口学资料、空腹血糖、血压、血脂等生化指标、心电图资料，以 QTc≥440ms 作为 QTc 间期

延长的标准，分析 QTc 间期延长的状况及其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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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QTc 间期延长的发生率为 10.6%。药物治疗组 QTc 间期均值大于基线期，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药物联合电休克治疗组以及药物联合脑电治疗组 QTc 间期与基线期相比，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单一抗精神病药治疗组 QTc 间期与基线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而抗精神病药联用以及抗精神病药联用抗抑郁药/心境稳定剂组 QTc 间期均值大

于基线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抗精神病药等效氯丙嗪剂量<1000mg/天组别 QTc 间

期与基线期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抗精神病药剂量与 QTc 间期没有相关性。女性

是 QTc 间期延长的风险因素（odds ratio OR=3.26 [95%CI 1.1-10.1]）,其他因素未进入回归方

程。 
结论 首发精神疾病患者抗精神病药治疗期间 QTc 间期延长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发生 QTc 间期

延长的风险是男性的 3.26 倍。药物联用延长的 QTc 间期并未达到异常值。抗精神病药剂量与

QTc 间期没有相关性。除了性别因素外，其他指标不是 QTc 间期延长的风险因素。 
 
 
PU-077 

团体心理干预对骨伤康复疗效的影响 
 

田国华 1,王彤宇 2,赵英 1,张玉香 2 
1.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渤海石油公司职工医院 康复医学科 
2.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渤海石油公司职工医院 神经内科 

 
 
目的  研究团体心理干预对骨伤康复疗效的影响。 
方法  选择海洋石油总医院康复科 64例下肢骨折术后的工伤患者，随机分成团体心理干预康复

组和常规康复组各 32 例，2组患者给予相同的常规康复训练及理疗项目，团体心理干预康复组

给予团体心理干预，具体方法为 5 到 8 人分为 1 组，共分为 5 个小组，每次 1 个小时，每周 1

次，共 15 次。主要内容为情绪宣泄，引导成员相互鼓励、相互学习，激发康复训练的积极性，

分享康复心得体会。于治疗前、治疗 1月、治疗 3月后分别采用 Lysholm 评分、AOFAS踝-后足

评分系统评定膝关节以及踝关节功能；采用改良 Barthel指数量表(MBI)评定患者日常生活活动

能力；采用 HAMA、HAMD评测患者焦虑及抑郁情况。 
结果  经 1 月及 3 月治疗后，发现两组患者 Lysholm 评分、AOFAS 踝-后足评分、MBI 评分、

HAMA、HAMD较治疗前显著改善(P<0.01)，并且团体心理干预康复组上述各项指标均显著优于对

照组水平，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团体心理干预模式模式康复训练能进一步促进工伤患者下肢功能恢复，提高其日常生活

能力，改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该治疗模式值得在临床康复中推广。 
 
 
PU-078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抑郁情绪对疲劳状况的影响研究 
 

董丽平 
苏北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维持性血液透析（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MHD）患者的疲劳状况与抑郁情绪，

并探讨抑郁情绪对疲劳状况的影响。 



第 23 届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全国年会暨心身医学国际论坛 书面交流 

192 
 

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方法，以自编设计的一般情况调查表，Piper 疲劳修订量表（RPFS），
综合性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对我院符合标准的 143 例 MHD 患者进行问卷调查，采用

单因素分析、相关分析及分层回归分析，探讨抑郁情绪对疲劳状况的影响。 
结果 105 例（73.43%）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疲劳，RPFS 平均得分为（4.3±1.9）分，50 例(34.97%)
患者存在不同程度抑郁情绪，抑郁平均分为（6.2±2.3）分。单因素分析显示性别、年龄、并发

症、抑郁、焦虑及社会支持得分对疲劳程度有影响。分层回归分析发现疲劳评分与并发症

（β=0.181，P=0.041）、年龄（β=0.205，P=0.032）、抑郁评分（β=0.546，P﹤0.001）具有

相关性，其中与抑郁评分关系最为密切。抑郁可解释疲劳总变异的 29.5%。 
结论  MHD 患者疲劳及抑郁情绪的发生率非常高，两者之间呈明显的正相关，在所有影响因素

中，抑郁情绪是疲劳状况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PU-079 
探讨缺血性脑小血管病(Cerebral Small Vessel Disease, 
CSVD)患者认知障碍类型与红细胞淀粉样变之间的相关性 

 
郭丹,刘蕾,薛蓉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分析缺血性脑小血管病患者认知障碍类型与红细胞淀粉样变沉积水平之间的相关性，探索

痴呆类型生物标志物。 
方法 1.选择皮质下缺血性脑小血管病(Cerebral Small Vessel Disease,CSVD)患者 77 例，健康

志愿者 90 例，依据认知量(MMSE、MoCA)计分评估被研究对象认知功能水平。CSVD 患者分

为认知功能障碍组(VCI 组)53 例及认知功能正常组(NC 组)24 例。VCI 组进一步分为非痴呆的

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组( VCIND 组)21 例及血管性痴呆组(VD 组)32 例。 
2..利用淀粉样变荧光探针分析红细胞淀粉样变成分，计算淀粉样变阳性细胞比例。 
结果 已经认知评分将 CSVD 患者划分为 VD 组、VCIND 及 NC 三组，各组患者在年龄、教育

水平无显差别，血细胞淀粉样变水平 VD、VCIND 显著高于对照组，且红细胞淀粉样变程度与

认知评分具有相关性。 
结论 报道 CSVD 患者红细胞淀粉样变显著高于对照组，有可能作为 VD 预测标志物。 
 
 
PU-080 
功能性胃肠病合并精神心理因素 474 例临床特点回顾性研究 

 
孟霞,吴婧,朱新影,刘改芳,赵丽伟 ,纪晨光, 杨亮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分析合并精神心理因素的功能性胃肠病临床特点，以提高临床诊治水平。 
方法 通过回顾性病例分析方法，查阅 474 例功能性胃肠病合并精神心理因素患者的临床资料，

了解患者受教育程度，有无负性生活事件及敏感多疑等性格特征，根据是否应用神经递质调节

药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分析患者治疗效果及不良反应情况。 
结果  474 例功能性胃肠病合并精神心理因素患者中，教育程度高的患者用药的风险是教育程

度低的 0.557 倍（P＜0.05），有敏感多疑性格特征的患者用药风险是无上述性格特征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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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846 倍（P＜0.001），有负性生活事件的患者用药风险是无负性生活事件患者的 58.578 倍

（P＜0.001）；对照组 194 例，实验组 280 例，两组患者性别组成、年龄、不同病程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对照组显效 55 例，有效 74 例，无效 65 例，总有效率为

66.49%（129/194），实验组显效 113 例，有效 144 例，无效 23 例，总有效率为 91.79%
（257/280），实验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结论  FGIDs 合并精神心理障碍患者多具有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和敏感多疑等性格特征，及时、

准确的心理因素识别和合理、恰当的神经递质调节药物应用，能不同程度地提高临床诊疗水平。 
 
 
PU-081 

家庭环境、教养方式和人格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及 
影响路径 

 
张嫚茹 1,王国强 2,刘健 1,周晓琴 2,程灶火 2 

1.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杭州市精神病院 
2.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家庭教养方式、家庭环境和人格特征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影响路径。 
方法 用家庭环境问卷、家庭教养方式问卷、大五人格问卷和百项心理症状问卷调查 200 名心理

障碍青少年（病例组）和 228 名正常青少年（对照组），采用回归分析和路径分析探讨家庭教

养方式、家庭环境、人格特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和影响路径。 
结果 回归分析显示：母亲温情-粗暴（β=-0.232）、母亲管教-控制（β=-0.214）、父亲理解-责
备（β=-0.198）和母亲接纳-拒绝（β=0.163）等教养方式（R2=0.202），矛盾性（β=0.320）、

组织性（β=-0.150）和情感表达（β=-0.102）等家庭环境(R2=0.203)及神经质（β=0.429）、宜

人性（β=-0.202）和严谨性（β=-0.202）等人格特质(R2=0.430)对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路径分

析显示：人格特质直接影响心理健康（β=-0.90），教养方式通过人格间接影响心理健康（β=0.51）
家庭环境对心理健康有直接（β=0.20）和间接（β=0.72）影响，模型拟合良好（χ2/df＝2.160, 
RMSEA＝0.052, GFI＝0.88, AGFI＝0.84, PGFI＝0.67, NFI＝0.91, RFI=0.89, IFI=0.95, TLI＝
0.94, CFI＝0.95），可解释症状总分 61%的变异。 
结论 教养方式、家庭环境和人格对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人格是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中介变量，

教养方式主要通过人格间接影响心理健康，家庭环境对心理健康有直接和间接双重影响。 
 
 
PU-082 

重度碳酸锂中毒伴高钾血症一例 
 

胡朦 1,2,胡嫣然 1,2,阮列敏 1 
1.宁波市第一医院 

2.宁波大学 
 
 
目的 总结碳酸锂中毒的临床表现、病因及发病机制、诊断及鉴别诊断、治疗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05 月宁波市康宁医院临床收治的 1 例重度碳酸锂重度患者的临床资

料,并结合文献检索进行病例复习。 
结果 该病主要特征为嗜睡、头晕，四肢轻度震颤、四肢肌张力增高、行走不稳，恶心、厌食、

腹泻等表现,急性期治疗的血锂浓度为 0.6-1.2mmol/L，当血清锂的浓度达到或超过 1.4m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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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易引起锂中毒。轻度中毒血锂浓度 1. 5～ 2. 0 mmo L/L , 中度中毒 2. 1 ～ 2. 5 mmo L/L , 
重度中毒 >2. 5mmo L /L。 
结论 临床上医生应密切监测血锂变化及临床表现、熟悉锂盐与其他药物的相互作用、早期副作

用、早期识别锂中毒，并告知患者及家属锂盐的药理特性、锂盐中毒的危险性、锂盐中毒的早

期症状及体征，避免影响锂盐的后续治疗，以防延误治疗。 
 
 
PU-083 

团体箱庭疗法对生态移民青少年行为问题的干预疗效 
 

刘艳秋 1,方建群 2,孙文喜 1,胡静 3,刘浩 3 
1.苏州市广济医院 

2.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心理卫生中心 
3.宁夏医科大学 

 
 
目的  分析比较宁夏地区生态移民聚集地两组（干预组及非干预组）有行为问题的青少年在不

同时间点各项行为问题得分，进而探讨团体箱庭疗法对宁夏地区生态移民青少年行为问题的近

期及远期干预效果。 
方法  采用 Achenbach 儿童行为量表（CBCL 量表）及自编的一般情况调查问卷对宁夏生态移

民地区两所学校 12~16 岁在校生进行问卷调查，排除符合 ICD-10 诊断标准的精神障碍及精神

发育迟滞等诊断、合并严重躯体疾病的青少年，按照随机数字表法从中选择有行为问题的青少

年 160 人作为研究对象，并分为干预组与对照组。干预组接受为期 8 周（每周 1 次）的开放式

团体箱庭干预，每次干预时间为 60-80 分钟；对照组不接受任何干预措施，在基线水平、干预

8 周后及干预结束后 2 月对两组人群进行 CBCL 量表评估，通过 2×3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评估团

体沙盘干预对生态移民区青少年行为问题的干预效果。 
结果  1.团体箱庭干预对内化性行为问题的干预效果：退缩因子的分组效应、时间效应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躯体主诉因子存在分组与时间的交互效应（P<0.05），焦虑/抑郁因子的

分组效应、时间效应及分组和时间的交互效应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2.团体箱庭干预对

外化性行为的干预效果：违纪行为的分组效应和时间效应存在统计学意义（P<0.01），攻击性

行为的时间效应及分组和时间交互效应存在统计学意义（P<0.01）。3.团体箱庭对其他行为问

题的干预效果：社交问题和思维问题的分组效应及分组和时间的交互效应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注意问题的时间效应存在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1.团体箱庭干预对生态移民青少年内、外化性行为、思维问题有短期干预疗效，在干预结

束 2 月后，上述因子得分有反弹趋势，但较基线水平有所减低。2.团体箱庭治疗可有效改善生

态移民青少年的社交问题。3.随时间进展，部分行为问题得以改善，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被试者适

应环境迁移这一应激活动，也有可能是霍桑效应形成的。4.团体箱庭治疗可作为生态移民地区

学龄儿童行为问题的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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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4 
照顾者支持系统在脑卒中患者心身康复中的应用 

 
封海霞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 构建并应用脑卒中患者的照顾者支持系统，探讨照顾者支持系统在脑卒中患者心身康复中

的作用 
方法 选择我院神经内科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入院的脑卒中家庭照顾者 123 例为研究对

象，按随机数字法分为对照组（60 例）与干预组（63 例）。全面评估出院时患者及主要照顾者

的基本情况，对照组提供常规护理，包括心理护理、皮肤护理、肢体康复、健康教育等，出院

后一周电话随访一次。干预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由多学科组成的居家护理团队给予照顾者

一系列的支持，包括定期安排讲座、发放《脑卒中患者居家护理指导手册》、上门指导照顾技

巧，每 2 月一次照顾者团体心理治疗和召开照顾者联谊会等。于出院后 3 月、6 月分别用日常

生活能力量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估患者；用照顾者压力量表、照顾者

能力量表评估照顾者 
结果 两组患者及照顾者出院时的基本资料无差异（P>0.05），出院后 3 个月时患者的日常生活

能力、焦虑、抑郁评分，照顾者能力量表有统计学意义（P<0.05），照顾者压力量表无统计学

意义（P>0.05）。出院 6 个月时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焦虑、抑郁评分，照顾者能力、压力量

表评估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应用照顾者支持系统可提升照顾者照顾能力，有助于提高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减轻照顾者

压力及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程度。 
 
 
PU-085 

绘画心理治疗干预医生职业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现状 
 

王春艳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本文主要从医生职业心理健康状况，绘画心理治疗的概述、干预方法、应用及评价五个方面开

展，系统综述了绘画心理治疗对医学界中国医生职业状况的干预研究。绘画心理治疗能提升医

疗队伍身心健康，使其具备良好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更好地胜任临床工作，提高患

者的满意度和医疗服务质量。 
 
基金项目:1、南充市“十二五”社科规划 2014 年度课题，项目编号：NC2014B064 
         2、南充市科技局 2015 年，项目编号：15A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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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6 
正念疗法对肾透析患者抑郁症状的干预研究 

 
杨扬,毕光宇,卜玲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以正念为基础的认知行为疗法对腹膜透析患者抑郁症状和透析效果的影响 
方法 将 30 例符合轻中度抑郁症诊断的终末期肾病腹膜透析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接受常规

的心理健康宣传教育（对照组）；一组在此基础上接受 8 周的正念治疗（正念治疗组），用 Zung
氏抑郁量表（SDS）在干预前和干预后以及干预结束分别对两组进行评定，并记录患者的血清

白蛋白、C 反应蛋白、尿量、超滤量。正念治疗组在干预治疗前后分别用五因素正念度量表

（FFMQ）测评一次。 
结果 两组的抑郁程度都有减轻，正念治疗组的变化更显著，且营养状况更佳，炎性指标更低，

透析的充分性更好。 
结论 正念疗法可以有效减轻腹膜透析患者的抑郁症状，并可有效改善治疗结局。 
 
 
PU-087 

精神科医务人员职业倦怠的对策分析 
 

桑红,李磊 
长春市第六医院长春市心理医院（原:长春市神经精神病医院) 

 
 
目的 通过对职业倦怠影响因素的探讨，从个体应对策略和组织应对策略两方面提出预防和改善

精神科医务人员职业倦怠的对策。 
方法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文献阅读、调研分析提出精神科医务人员职业倦怠的应对策略。 
结果 个体应对策略包括：①改善认知方式，正确看待职业倦怠，②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建立合

理的职业目标和专业期望，③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提高自己的心理调节能力，④树立积极的

自我概念，理解、接纳自己和他人⑤进行充分的社会交往，完善社会支持系统，⑥提升专业技

术水平和职业素养，增强工作控制感；组织应对策略包括：①严肃劳动纪律，明确岗位职责，

②营造组织公平环境、 改革晋级、升职制度，使有能者尽其才，③进行薪酬改革，落实绩效考

核制度，使多劳者酬其劳，④鼓励医务人员继续进修、学习，建立专项进修基金，⑤争取财政

支持，改善医院软、硬环境，⑥建立完善的心理咨询和保健体系，开展情绪管理和职业规划培

训，⑦加强岗位管理和岗前培训，进行有关处理医患纠纷的指导和训练，⑧理性、客观地对待

“医闹”和医患纠纷，加强立法，保护医务人员的切身利益，⑨深化医疗体制改革，使公立医院回

归其公益性。 
结论 精神科医务人员是职业倦怠的高发群体，而精神卫生问题是我国目前比较急迫的公共卫生

问题，采取有效策略降低和控制其职业倦怠的发生，提高精神科医务人员的从业积极性，对我

国的公共卫生事业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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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8 
精神疾病病耻感的相关因素 

 
王巍,刘烟,王宁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西方学者就已预测到病耻感将成为精神卫生领域工作中的最大障碍，64.5%
的精神疾病患者有病耻感体验，55.9%患者确实经历过公众的歧视。全球 70%精神疾病患者未

接受专业治疗，其原因除了患者缺乏对精神疾病识别及寻求治疗途径的相关知识外，担心外界

的歧视成为阻碍患者就医的因素。精神疾病病耻感不仅对患者的就医意向及治疗依从性造成影

响，也对患者的工作、生活、家庭带来重大的危害。病耻感作为一个涉及医学、社会学、心理

学等多学科范畴的复杂的问题，已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 
在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复过程中，病耻感成为阻碍康复进程的重要因素，其主要受个人、环境及

文化的影响，并且对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及社会工作、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这些影响有间接

增强了患者的内化病耻感，从而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之中，国外自上世纪末就开始了大量针对

消除病耻感的活动，并取得一定效果，广泛赞同增加公众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接触次数，能有效

降低公众病耻感，从发放宣传手册和进行知识讲座形式发展到以患者自述录像或现场交流的方

式增加公众对精神疾病患者的认识，从而降低公众病耻感，但是国内外针对患者自我病耻感的

干预措施较少，而且这也是阻碍精神疾病患者康复的重要一环，目前艺术疗法、工娱疗法等团

体康复训练在缓解疾病康复中患者的负面情绪中广泛应用，但对缓解精神疾病患者病耻感的应

用较少，值得进一步研究。 
 
 
PU-089 

护士职业获益感干预策略的研究进展 
 

黄蓓,李玉梅 
同济大学附属肺科医院/上海市肺科医院 

 
 
目的 探讨护士职业获益感的干预策略 
方法 综述了护士职业获益感的研究背景、相关概念、干预策略、干预效果评价，分别通过增强

护士的心理契约、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护士职业生涯的管理、建立榜样效应、促进家庭和社

会支持、增强团队归属感等来阐述护士职业获益感的干预策略。 
结果 护理管理者需要营造“以人为本”的文化氛围，运用不同的管理决策与方法和护士之间加强

沟通，为护士争取应有的利益，激发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护士职业获益感。 
结论 目前，我国医疗体制尚不健全，护患沟通缺乏信任，“医暴”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护士遭

受“医暴”的比例是其他医务工作者的 4 倍，媒体在报道暴力伤护事件时，尽量接近客观、真实的

情况，正视医疗行业的复杂性和高风险性。增进社会对护士的理解和包容，护士可以利用社交

媒体如互联网来展示他们从事的工作，借助媒体推出高质量的宣传医护影视的作品，以提高公

众形象，争取更高的医疗机构地位。护理管理者需要营造“以人为本”的文化氛围，运用不同的管

理决策与方法和护士之间加强沟通，为护士争取应有的利益，激发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重

视护士的职业成长发展状况，通过提供相应的学习培训机会，促进护士职业成长，针对不同层

次护士提供心理指导，拓展职业晋升空间，促进护士实现职业目标。护士应该认识到自身的职

业价值，以积极的态度应对职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体会到护理专业工作稳定、可为家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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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资讯和医疗决策等优点，针对自身的情况设立成长目标，促进自身成长和职业成长统一，

使个人和集体同时受益。 
 
 
PU-090 

老年患者的焦虑抑郁问题及处理 
 

朱宁 
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如何去鉴别哪些是心血管疾病的症状？哪些是医学无法解释的症状（Medically 
unexplained symptoms，MUS）？哪些是老年人生理退化引发的症状？医生应该如何去处理上

述的不同情况？ 
方法 论述 
结果 
1. 社会老龄化现状：预计到 2020 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 2.48 亿，到 2050 年将达到 4.37 亿。 
2  老年人生理退化的现实：肺功能在 25 岁以后每年 0.03 升的速度下降；心脏 30 岁后每增长

1 岁，心输出量减少 1%；肾功能 30 岁后 GFR 将每年降低 1 ml/min/1.73cm2；脑功能自 40 岁

后脑细胞每年减少 1 万个；胃肠道在 60 岁时约 50％已发生胃粘膜萎缩性变化，消化道运动能

力降低，肠内友好细菌的数量开始大幅减少；50 岁后人体肌肉质量每年下降 1-2%。老年人的

味觉、听力、膀胱功能、排便功能更是每况愈下。 
3. 老年人焦虑抑郁现状 
老年人疾病多、痛苦多，焦虑抑郁也多。有些患者的症状可以非常类似于器质性心血管病的表

现，但是查无客观证据，称为医学无法解释的症状。 
结论 我们会遇到三类老年患者：（1）有器质性心血管疾病，患者症状与心血管疾病有关。目

前我们有足够的手段、方法去帮助患者解除痛苦。（2）症状来源于老年生理性退行性改变者，

我们只能安慰患者，接受现状，用得上著名的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有时去治愈，常常去

帮助，总是去安慰（to cure sometimes；to relieve often；to comfort alway）。衰老不是病！

别把衰老当病治。 （3）症状来源于焦虑、抑郁状态者，仅靠我们医生的解释是不够的，一定要

拿出证据来说服患者，证明他们的症状并不是来自器质性病变或症状与心血管疾病无关。同时

一定要解决他们的痛苦，给予心理治疗和应用抗焦虑、抑郁药物治疗，消除他们的症状，他们

才可以彻底放心症状与器质性心血管疾病无关。 
 
 
PU-091 
阴性症状为主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 p-mTOR、IL-10 水平变化

及关联性研究 
 

赵心灵,于玲,李婷,李明,王婷婷,张缙韬,熊鹏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显示小胶质细胞的异常激活可能与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有关。雷帕霉素靶蛋白

（mTOR）通路能影响抗炎因子 IL-10 的生成，可能对中枢的促炎-抗炎平衡有调控作用。本研



第 23 届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全国年会暨心身医学国际论坛 书面交流 

199 
 

究入组以阴性症状为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对血清 p-mToR、IL-10 进行定量分析，来比较研究

组与健康对照组之间二者的水平变化及关联性。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法测定 28 例以阴性症状为主精神分裂症患者（患者组）与 28 例正常对照

者（对照组）血清中两个蛋白的浓度，予 PANSS 评定各阳性、阴性因子症状。 
结果 患者组血清 p-mToR 值高于对照组[取对数值后比较：（4.29±1.34）ng/L vs.（3.65±0.83）
n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组与对照组血清 IL-10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患

者组血清 p-mToR、IL-10 水平（r=0.643，P=0.000）经对数转换后成正相关。患者组血清 p-
mToR 水平（r=0.45，P=0.018）经对数转换后与 PANSS 阴性症状评分成正相关。 
结论 mToR 信号通路可能参与以阴性症状为主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并影响 IL-10 的生成。血清

p-mTOR 水平与阴性症状严重程度相关。 
 
 
PU-092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shamed-controlled trial of 
high-frequency rTMS for cognitive impairments in 
chronic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ith predominant 

negative symptoms 
 

Du Xiangdong1,Lv Xiaoli1,Li Zhe1,Yuan Nian1,Yin Ming1,Wang Bixin1,Zhang Guangya1,Yang Yong1,Pan 
Hui2,Yang Li2,Soares Jair C3,Zhang Xiangyang3 

1.Suzhou Psychiatric Hospital 
2.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Changshu 

3.The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ience Center 
at Houston. 

 

Background  Cognitive deficits are a core feature of schizophrenia; however, no uniformly 
effective treatment has yet been established. High-frequency (H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 over left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 has shown 
promising effect in the alleviation of negative symptoms as well as working memory in 
schizophrenia. The aims of the study were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HF rTMS in treating 
visual memory performance i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nd whether HF rTMS may normalize 
performance to levels that were comparable to healthy controls. 
Methods  In this randomized double-blind sham-controlled study, 47 patients were 
randomized to receive either active rTMS over left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n=25) or 
sham stimulation (n=22) for 4 weeks and followed up to another 4 weeks. Patients performed 
the visual memory performance using Pattern Recognition Memory (PRM) originating from the 
Cambridge Neuropsychological Test Automated Battery (CANTAB) before and after 4-week 
rTMS treatment and at the end of 4-week follow-up period. Clinical symptoms were assessed 
with the Scale for the Assessment of Negative Symptoms (SANS) and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mptom Scale (PANSS) at baseline, 4 weeks and 8 weeks. 
Results  At 4 week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RM, SANS and PANSS scores 
between 2 groups. By 8 weeks, the active rTM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PRM-number 
correct and PRM-percent correct (both p<0.05) compared to the sham rTMS. Moreover, the 
improvement in the PRM-number correct and PRM-percent correct also reached a level 
comparable to healthy controls. In addition, active rTMS significantly reduced SANS score 
than sham rTMS only at week 8.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HF rTMS appears to be an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improving the cognitive performance and reducing the negative symptoms of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ith a delayed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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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3 
针药联合对抑郁症早期起效及认知功能影响的临床研究 

 
梅妍 1,邢未未 2,黄立芳 3,顾石松 1,马晓燕 1,孙媛 1 

1.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2.天津中医药大学 

3.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针药联合与单用抗抑郁药治疗抑郁症的早期起效特征、对认知功能影响的差异以及药

物副反应状况。 
方法 102 例抑郁症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1 例。对照组口服盐酸舍曲林片，观察组

为口服盐酸舍曲林片+针灸治疗，主穴选用百会、印堂，连续治疗 6 周，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

表、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抗抑郁剂副反应量表于不同时点进行测评，于治疗后第 10 周随

访。 
结果 观察组疗效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在改善 HAMD 总分、焦虑/躯体化、睡

眠障碍方面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观察组疗效自第 1 周即与治疗前有显著性

差异(P<0.05)，并从第 2 周开始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 认知功能组内比较，两

组总分类数均较治疗前总体提高，且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两组持续错误数与非持续错

误数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组间相比：观察组威斯康星卡片分

类测验总分类数、非持续性错误数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持续性错误数两组差异有显著

性意义(P<0.05)。治疗安全性分析，观察组与对照组于第 4 周与第 6周差异有著性意义(P<0.05)。 
结论 针药联合治疗抑郁症与单纯药物治疗相比，存在临床疗效优、起效快、改善认知功能、减

轻抗抑郁药所致副作用的优势。 
 
 
PU-094 
临床诊断纤维肌痛症的患者中仅三分之一符合纤维肌痛分类

标准 
 

姚中强,张警丰,李常虹,刘蕊,赵金霞,刘湘源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了解临床诊断为纤维肌痛症的患者中有多少确实符合纤维肌痛症的分类标准 
方法 纳入来我院就诊的已经诊断为纤维肌痛症 40 名的患者，使用 2016 年 ACR 分类标准、

2010 年 ACR 分类标准、1990 年 ACR 分类标准分别进行核对，评估患者是否符合相应标准。 
结果 纳入的 40 名临床诊断为纤维肌痛症的患者中，其中 14（35%）名符合 1990 年 ACR 分

类标准，16 名（40%）符合 2010 年 ACR 分类标准，12 名（30%）符合 2016 年 ACR 分类标

准。 
结论 目前对纤维肌痛的临床诊断不够严谨，存在过度诊断的问题，需要加强相应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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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5 
失眠障患者相关因素及神经心理特征的临床研究 

 
刘艳艳,杜宁,薛蓉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1、分析失眠障碍发生的相关因素；2、对失眠障碍患者的的睡眠情况、焦虑抑郁状态及认

知功能进行评估。 
方法 选取符合 DSM-5 失眠障碍诊断标准且年龄在 16~75 岁的患者共 201 例，将 110 例无失

眠志愿者作为正常对照组，应用基本信息量表、焦虑抑郁状态相关量表（HAMA、HAMD）、认

知功能障碍量表（MoCA）对失眠障碍患者的的基本信息、焦虑抑郁状态及认知功能进行评估，

比较分析失眠组与对照组之间各量表评分的差异。 
结果  分析失眠障碍相关因素，显示 BMI、性别、睡眠陪伴、工作性质、性格、应激源、午休

习惯、饮用咖啡、饮茶、失眠障碍家族史、共病循环系统疾病、代谢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

的发生率在失眠组与对照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失眠组的睡眠量表评分，焦虑、

抑郁量表评分均比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失眠组的认知功能障碍评分比对

照组低，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在注意力与延迟回忆两个分领域中分数较对照

组低，差异有统计学差异（P <0.05）。 
对失眠及相关因素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BMI、性别、应激源、午休习惯、饮用咖啡、

饮茶、失眠障碍家族史，共病循环系统疾病、HAMD 评分、HAMA 评分为失眠障碍的发生独立

相关（P﹤0.05）。 
与其他各类型失眠障碍相比，持续性失眠障碍①睡眠质量下降，主要在主观睡眠质量、习惯性

睡眠效率、日间功能紊乱 3 个因子分数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总体认知功能

较其他类型变化无统计学差异（P＞0.05），但在注意力与延迟回忆两个分因子的分数较其他类

型的失眠障碍低，差异有统计学差异（P＜0.05）；③焦虑抑郁状态及其分因子焦虑/躯体化症

状、睡眠障碍的分数较其他类型失眠障碍高，差异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低 BMI 值、女性、有应激源、无午休习惯、无饮用咖啡及茶水习惯、共病循环系统疾病、

有失眠障碍家族史及焦虑抑郁状态是失眠障碍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 
焦虑、抑郁状态是与失眠障碍发生关联程度最大的因素，但失眠障碍患者的总体认知功能损害

不明显，仅在注意力与延迟回忆两个领域受损明显。 
持续性失眠障碍①睡眠质量下降，表现在主观睡眠质量、习惯性睡眠效率、日间功能紊乱三个

方面；②总体认知功能受损不明显，但在注意力与延迟回忆两个领域较其他类型的失眠障碍受

损明显；③焦虑抑郁状态程度更为严重，主要表现在焦虑/躯体化症状、睡眠障碍方面。 
 

 
PU-096 

安全感对生活事件与惊恐障碍疾病严重程度的中介作用 
 

邹志礼,周波,邱剑,黄雨兰,汪瑾宇,何影 
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安全感对生活事件与惊恐障碍患者疾病严重程度的中介作用。 
方法 采用安全感量表（SQ）、生活事件量表（LES）、惊恐障碍严重度量表（PDSS）对 97 例

惊恐障碍患者和 108 例正常对照组进行对照调查研究，并进行相关及分层回归分析。 
 



第 23 届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全国年会暨心身医学国际论坛 书面交流 

202 
 

结果 ①惊恐障碍患者的正性生活刺激量[(7.95±6.00)分]少于正常对照组[(18.06±13.60)分]，负

性生活刺激量及生活事件总刺激量[分别为(36.64±29.98)分，(44.59±31.24)分]高于正常对照组

[分别为(10.19±7.89)分，(28.25±14.51)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惊恐障碍的人际关

系安全感、确定控制安全感及安全感总分[分别为(18.89±8.66)分，(17.88±7.58)分、(36.76±13.47)
分]均低于正常对照组[分别为(26.64±9.33)分，(24.34±8.33)分、(50.98±15.31)分]，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1)。②惊恐障碍的严重程度与正性生活事件、安全感总分、人际关系安全感及确

定控制安全感呈不同程度负相关（r =-0.262～-0.392）；与负性生活刺激量和生活事件总刺激量

呈显著正相关（r =0.346、0.280），相关均达到显著性(P<0.01)。③安全感对负性生活事件和

惊恐障碍严重程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β值由 0.346 降为 0.253）。 
结论 惊恐障碍患者的负性生活事件较多，安全感低，并与惊恐障碍的严重程度相关。且安全感

在负性生活事件和惊恐障碍的严重程度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   
 
 
PU-097 

舒肝解郁胶囊对慢乙肝伴抑郁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 
群的影响 

 
苏少慧,刘洪娜,胡义亭,张建,侯洪涛,王玉珍 

河北省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舒肝解郁胶囊对慢乙肝伴抑郁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的影响。 
方法 慢乙肝患者 70 例，经汉密顿抑郁量表评分(HAMD)将患者分为 40 例慢乙肝伴轻中度抑郁

组和 30 例慢乙肝组，比较两组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的差异。慢乙肝伴轻中度抑郁组随机分为

20 例舒肝解郁胶囊+常规保肝药治疗的研究组，20 例常规保肝药治疗的对照组。比较治疗前后

两组患者 HAMD 和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 
结果 1.慢乙肝伴轻中度抑郁组患者的 CD3+T 细胞、CD4+T 细胞、CD8+T 淋巴细胞百分数及

CD19+B 淋巴细胞百分数均低于慢乙肝组(P＜0.05)。慢乙肝伴轻中度抑郁组 CD4+/CD8+比值

与慢乙肝组无明显差异(P＞0.05)。慢乙肝伴轻中度抑郁患者抑郁积分与 CD8+T 淋巴细胞百分

数呈负相关(P＜0.05)，抑郁积分与 CD4+/CD8+比值呈正相关(P＜0.05)，抑郁积分与 CD3+T
细胞、CD4+T 细胞、CD19+B 淋巴细胞百分数无明显相关性(P＞0.05)。2.研究组治疗后 CD3+T
细胞、CD4+T细胞、CD8+T淋巴细胞百分数高于治疗前(P＜0.05)。研究组治疗前后CD4+/CD8+
比值、CD19+B 淋巴细胞百分数无明显差异(P＞0.05)。研究组 HAMD 积分治疗后较治疗前明

显下降(P＜0.05)。3.对照组治疗前后 CD3+T 细胞、CD4+T 细胞、CD8+T 细胞百分数、

CD4+/CD8+比值、CD19+B 淋巴细胞百分数无明显差异(P＞0.05)。对照组 HAMD 积分治疗前

后无明显差异(P＞0.05)。4.研究组与对照组治疗前 HAMD 积分、CD3+T 细胞、CD4+T 细胞、

CD8+T 细胞百分数、CD4+/CD8+比值、CD19+B 淋巴细胞百分数无明显差异(P＞0.05)。5.研
究组治疗后 CD3+、CD4+、CD8+T 淋巴细胞百分数均高于对照组治疗后(P＜0.05)。研究组治

疗后 CD4+/CD8+比值、CD19+B 淋巴细胞百分数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
研究组治疗后 HAMD 积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治疗后(P＜0.05)。 
结论 慢乙肝伴轻中度抑郁患者存在细胞和体液免疫功能紊乱，抑郁积分与淋巴细胞亚群之间有

相关性。推测抑郁状态可以影响慢乙肝的病情及预后，舒肝解郁胶囊联合常规保肝药治疗，能

够改善患者的抑郁状态，同时提高患者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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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8 
SBAR 沟通模式在肾脏科危重病人血透转运交接中的应用效

果研究 
 

余卫卫,张莉,于静,韩丽娟,袁玲,李月,刘丽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 观察“现状背景评估建议”（SBAR）沟通交流模式在肾脏科危重病人血透转运交接中的应

用效果。 
方法 将 2015 年 1 月一 6 月 80 例住院危重血透转运交接病人为对照组;将 2015 年 7 月一 12
月 80 例住院危重血透转运交接病人设为观察组。对照组采用传统交流模式，观察组采用 SBAR
标准化沟通交流模式，比较两组交接时间、病人或家属对护士的满意度，医护满意度以及问题

交接发生率。 
结果 两组交接时间、病人或家属对护士的满意度，医护满意度以及问题交接发生率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运用 SBAR 标准沟通交流模式，建立危重病人 SBAR 标准化血透转运交接表后，规范了

危重血透病人转运交接内容及流程，减少了护士交接中存在的安全隐患，提高了护理工作效率，

有利于医护间的沟通，提升护理内涵，提升病人及家属对护士的满意度。 
 
 
PU-099 

氟西汀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对无症状脑梗塞老年抑郁 
的疗效观察 

 
耿松,朱毅平,郭萍,杨胜良,金学敏 

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氟西汀联合 rTMS 辅助治疗无症状脑梗塞(silent cerebral infarction,SCI) 老年抑郁的

疗效与安全性。 
方法 为前瞻性开放型临床对照研究，研究全程为 8 周。选择首次发病年龄≥60 岁，符合 SCI、
抑郁症诊断标准、汉密顿抑郁量表（Hamilton Rating Scale for depression，HAMD）17 分-24
分者，随机分为氟西汀+舒血宁注射液静脉滴注+rTMS 治疗组 37 例（研究组）, 氟西汀+舒血

宁注射液静脉滴注+假 rTMS 刺激治疗组 34 例（对照组）。有睡眠障碍的患者允许使用唑吡坦，

氟西汀的剂量按患者的具体情况增减。研究组采用低频 rTMS，对照组在同一台经颅磁刺激仪上

行假 rTMS 刺激，患者的准备方法与行 rTMS 的患者相同。2 组患者入组时进行基线 HAMD-17、
临床大体量表（CGI-S）评定，治疗后第 1、2、4、6 周末复评 HAMD-17、CGI-S、副反应量表

（Treatment Emerhent Symtom Scale TESS）。治疗第 4、8 周末复查血常规、肝、肾功能、

心电图，第 8 周末复查脑电图。对计数资料采用 x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有效率行 Ridit
分析，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2 组患者性别、年龄、病期、基线 HAMD-17、CGI-S、氟西汀剂量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研究组治疗后第 1 周末 HAMD-17、CGI-S 降分均十分明显，并持续至第 6 周末（P＜
0.01）。对照组第 2 周末至第 6 周末 HAMD-17、CGI-S 得分均出现有统计学意义的下降（P＜
0.01）。2 组间比较，治疗后第 1 周末，研究组 HAMD-17 、CGI-S 降分幅度均大于对照组且

持续至第 6 周末（P＜0.01）。2 组患者副反应量发生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且比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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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未影响治疗的进行。2 组患者第 4、8 周末及研究结束时复查血常规、肝、肾功能、心、脑

电图未发现有临床意义的异常病例。 
结论 氟西汀联合 rTMS 治疗 SCI 所致的抑郁症状起效快，治愈率高，且安全。为 SCI 所致的

抑郁患者提供又一条既安全又有效的治疗途径。 
 
 
PU-100 
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治疗前庭周围性眩晕合并焦虑状态患者

疗效观察 
 

王雪 
解放军 260 医院 

 
 
目的 前庭周围性眩晕患者常合并焦虑状态，此类患者具有一定的临床特点，治疗上亦与单纯前

庭周围性眩晕患者存在一定差异。本试验旨在总结此类患者临床特点，评估常规治疗联合氟哌

噻吨美利曲辛片治疗疗效。 
方法 选取 2014.01 至 2016.12 在我院住院治疗，完善相关检查明确诊断为前庭周围性眩晕，

入院时予焦虑自评量表（SAS）评估符合焦虑状态诊断（SAS＞50 分）的患者 60 人，总结其

临床特征，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 30 人，对照组给予甲磺酸倍他司汀片、活

血化瘀、营养神经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口服治疗，分别

于 1 周、2 周时进行 SAS 评分，同时统计患者眩晕症状症状改善、症状无明显变化例数。使用

T 检验、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60 例前庭周围性眩晕合并焦虑状态患者，女性 54 人，男性 6 人，平均年龄(51±9.9)岁，

SAS 评分（56±3.2），症状持续时间均大于 1 周，常于眩晕症状好转后遗留头蒙、不清醒感，

常伴有睡眠障碍，平时多有脾气急躁，发病前常伴有诱因。两组在年龄、临床症状、SAS 评分

不存在统计学差异。患者接受治疗后 1 周、2 周时，比较两组患者眩晕症状改善例数均存在明

显统计学差异。患者接受治疗后 1 周时，SAS 评分（对照组 54.7±2.2，治疗组 54.1±2.6）无明

显统计学差异，而治疗 2 周后，两组 SAS 评分（对照组 51.0±3.1，治疗组 47.9±3.6）存在明

显统计学差异。 
结论 前庭周围性眩晕合并焦虑状态患者临床常见，且具有症状持续时间长、眩晕症状好转后仍

遗留头蒙等临床特点。应用抗焦虑药物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对于前庭周围性眩晕合并焦虑状态

患者疗效值得肯定。 
 
 
PU-101 
塞来昔布联合利培酮治疗精神分裂症认知损害的疗效研究 

 
杨远坚,王省堂,李侃 
江西省精神病院 

 
 
目的 研究塞来昔布与利培酮联合治疗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符合 ICD-10 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的 50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25 例）和

研究组（25 例）。对照组采用利培酮治疗，研究组在利培酮基础上加用塞来昔布治疗，剂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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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g/日。疗程为 12 周，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后采用连线测试（TMTA）、数字符号编码测验

（DSCT）和韦氏智力测验（WMS）等评定患者的认知功能。 
结果 治疗 12 周后，两组患者的 TMTA、DSCT 和 WMS 测试结果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与治

疗前相比有统计学差异（P < 0.05）。与对照组比较，治疗 12 周后研究组患者的认知功能改善

程度更为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塞来昔布联合利培酮治疗可明显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可能是精神分裂症认知

损害治疗的增效策略。 
 
 
PU-102 

肌萎缩侧索硬化患者脑脊液及血清中各因子的评估 
 

郭洁,臧大维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目的 肌萎缩侧索硬化（ALS）是一种致命性的、进展性的神经变性疾病，目前做到准确的早期

诊断非常困难，也无特异性的诊断试验，更无有效的治疗措施去改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的状况，

因此 ALS 相关生物标志物的研究目前是国际上有关 ALS 的研究热点。我们的研究通过检测入

组患者血清及脑脊液中各因子的浓度，明确 ALS 患者与对照人群血清及脑脊液中各因子的差

异，探索 ALS 潜在的生物标志物，以区分疾病、预测疾病的进展及预后。 
方法 我们的血清及脑脊液样本来源于 105 例 ALS 患者及 56 例对照人群，并通过 ELISA 法检

测 13 项因子的浓度。我们使用改良版肌萎缩侧索硬化功能评分量表（ALSFRS-r）去评估 ALS
患者入院诊断时的整体功能状况，并通过电话随访或门诊随访追踪入组 ALS 患者共 5 年。最

后，我们通过统计学方法明确 ALS 患者与对照组血清及脑脊液中各因子浓度的差异，并进一步

评估患者的病程、疾病进展率及 ALSFRS-r 评分与各因子水平的相关性，以及分析不同因子对

疾病预后的影响。 
结果 1. 在 ALS 患者脑脊液中，共 8 项因子明显升高；而在 ALS 患者血清中，共 12 项因子明

显升高。 
2. 在相关性分析中，脑脊液及血清中 bFGF, VEGF, MIP- 1α 的浓度越高，疾病病程越长，疾

病进展越慢；高浓度的 MCP-1 与更严重的疾病程度以及更快的进展相关；IFN- γ 浓度与疾病进

展正相关。 
3. 高浓度的脑脊液 bFGF、脑脊液及血清 VEGF 均与较好的预后相关，相反，高浓度的脑脊液

IFN- γ 提示较短的生存期。 
结论 ALS 患者脑脊液及血清中一系列因子的水平均异于对照组，这些因子可能是 ALS 潜在的

生物标志物，并在未来临床及治疗试验中发挥作用。 
 
 
PU-103 

浅谈抗生素 
 

张颖 
宁波市精神病院 

 
 
目的 在人类抗病的历史上，抗生素的发现与使用是一次飞跃。抗生素是治疗细菌性疾病感染的

重要药物。近几十年来抗生素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是现在使用最广泛的药物，医院对抗生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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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更是广泛与庞大。但同时由于各种滥用、不合理的使用，使得病菌变异产生耐药性，合理

的使用抗生素已经得到了高度的重视。本文将对抗生素的历史、种类、使用、滥用以及措施等

各个方面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简要总结。 
方法 抗生素的概念与分类 抗生素的不良反应 抗生素的使用情况 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 抗生

素不合理用药的对策 
结果 抗生素的发现，为我们人类解决了很多难题，在人们被病痛所困扰时，抗生素的价值是何

等的高，为人类、动物解除了病痛，使我们才健健康康。但抗生素也是把双刃剑，自其发现和

使用以来在医学上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的同时，却也逐渐浮现了其弊端，各种不良反应、不

合理用药、细菌产生耐药性从而需要更快的更新换代，以及相关的人为因素都应该让我们能更

清楚的认识到，我们既要不断的去研究发展、利用抗生素，也要正确合理使用抗生素，重视患

者用药过程中的临床监护保证患者生命健康，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有重要的意义。 
结论 抗生素的发现，为我们人类解决了很多难题，在人们被病痛所困扰时，抗生素的价值是何

等的高，为人类、动物解除了病痛，使我们才健健康康。但抗生素也是把双刃剑，自其发现和

使用以来在医学上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的同时，却也逐渐浮现了其弊端，各种不良反应、不

合理用药、细菌产生耐药性从而需要更快的更新换代，以及相关的人为因素都应该让我们能更

清楚的认识到，我们既要不断的去研究发展、利用抗生素，也要正确合理使用抗生素，重视患

者用药过程中的临床监护保证患者生命健康，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有重要的意义。 
 
 
PU-104 

分析原发性失眠症患者的焦虑、抑郁以及认知功能状况 
 

孟莉,王铭维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原发性失眠症患者焦虑、抑郁状态程度,以及认知功能损害的特点，为原发性失眠症

的治疗提供参考，为早期认知功能损伤进行干预提供线索。 
方法 选择自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我院神经内科门诊 56 例原发性失眠症患者(失眠组)和
56 例年龄相当的健康体检者(对照组)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汉密尔顿焦虑量

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分别评定失眠情况及伴随的焦虑、抑郁症状的严重程

度,其中HAMA14>7分为异常，HAMD24>8分为异常;采用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
北京版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 进行视空间、注意力、记忆力、执行功能等认知方面的

测评。 
结果 原发性失眠组 MoCA 总分,视空间与执行功能、注意力、语言、抽象、延迟回忆、定向力

得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均 P<0.05)。失眠组 PSQI、HAMD、HAMA 得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均
P<0.05)，失眠情况越严重焦虑抑郁程度越高。 
结论 原发性失眠症患者多数合并有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在认知方面较无睡眠障碍的健康人

有一定程度地减退。早期干预睡眠治疗，有助于改善患者认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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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5 
多奈哌齐与奥氮平联合在老年痴呆精神行为症状治疗中的效

果及安全性研究 
 

鲍成,余斌 
江西省精神病院 

 
 
目的 对多奈哌齐联合奥氮平在治疗老年痴呆精神行为症状中的疗效及安全性进行探析。 
方法 抽取 2016 年 4 月~2017 年 4 月本院所收治的 90 例老年痴呆伴精神行为症状患者作为观

察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成联合组与单一组；单一组采取奥氮平药物治疗，联合组采

取多奈哌齐联合奥氮平治疗；观察与比较两组患者的 BEHAVE-AD 评分与不良反应情况。 
结果  联合组治疗 2 个月后的 BEHAVE-AD 评分明显低于单一组，差异显著，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就治疗总有效率而言，联合组（91.1%）高于单一组（77.8%），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2=3.051，P＜0.05）；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无明显差异（χ2=1.028，P＞0.05）。 
结论 对老年痴呆伴精神行为症状患者采取多奈哌齐联合奥氮平药物治疗，效果显著，且不良反

应少，安全性良好。 
 
 
PU-106 

联动式电刺激镜像疗法对亚急性期脑损伤偏瘫患者 
心理状况的影响 

 
陈程,张一,龚显玉,严程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联动式电刺激镜像疗法对亚急性期脑损伤偏瘫患者心理状况的影响 
方法 选取亚急性期脑损伤偏瘫患者 60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镜像疗法组（30 例）和

对照组（30 例）。镜像治疗组采用联动式上肢电刺激镜像治疗，对照组进行常规的康复治疗，

包括上肢被动活动、牵伸训练、关节松动训练以及神经肌肉电刺激等。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2
周后和治疗 4 周后，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和焦虑自评量表（SAS）对两组患者的

心理状况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HAMD 评分及 SAS 评分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 2 周后，两组患者的 HAMD 评分及 SAS 评分较治疗前均有所下降，镜像治疗组 HAMD 评

分为[(11.5±4.4)分]，SAS 评分为[(32.7±3.6)分]；对照组 HAMD 评分为[(18.4±6.4)分]，SAS 评

分为[(40.7±3.6)分]，两组较治疗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镜像治疗组 HAMD 评分及

SAS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4 周后，镜像治疗组 HAMD
评分为[(14.3±4.4)分]，SAS 评分为[(38.7±6.0)分]；对照组 HAMD 评分为[(19.4±5.4)分]，SAS
评分为[(44.3±3.3)分]，两组患者较两周前 HAMD 评分及 SAS 评分均有所升高，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但较治疗前仍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镜像治疗组 HAMD 评

分及 SA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联动式电刺激镜像疗法可显著改善亚急性期脑损伤偏瘫患者的心理状态，且其改善效果在

治疗的前两周内最为显著。较传统常规康复治疗手段而言，其效果更显著，值得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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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7 
应激诱导的糖皮质激素抵抗在 AD 鼠认知功能损害中的作用 

 
吕超男,王铭维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观察慢性不可预知性温和应激（CUMS）后 C57 及 APP/PS1 双转基因小鼠糖皮质激素

及其受体的表达情况，探讨慢性应激对 AD 鼠认知功能的影响及可能机制。 
方法 采用 6 月龄雄性 APP/PS1 及 C57 小鼠，随机分为 C57、C57+CUMS、APP/PS1、
APP/PS1+CUMS 四组，每组 15只。对两种小鼠的 CUMS 组进行连续 4 周的 CUMS 干预。

应激结束后通过新异物体识别检测各组小鼠的学习记忆能力。用 ELISA 法测量血清中皮质酮。

蛋白印迹分析四组小鼠海马区糖皮质激素受体（GR）表达情况。多因子检测方法检测海马区细

胞因子 IL-1β、TNF-α 水平。 
结果 新异物体识别实验结果显示，在熟悉期内，各组小鼠对两物体的触碰时间没有明显差异

（P>0.05）。在 1 h 后的识别期内，与 APP/PS1 组小鼠比，APP/PS1+CUMS 组小鼠的认知

指数明显降低（P<0.05），而其余三组小鼠的认知指数无明显的统计学差异（P>0.05）。ELISA 
法结果显示，与 APP/PS1 小鼠血清内糖皮质激素水平相比，APP/PS1+CUMS 组小鼠血清糖皮

质激素水平明显升高（P<0.05），而野生型 C57 小鼠经历 4 周的 CUMS 应激后，糖皮质激素

水平变化不明显（P>0.05）。蛋白质印迹结果显示，与野生型 C57 小鼠比，APP/PS1 双转基

因鼠海马区糖皮质激素受体表达明显降低（P<0.05），并且 CUMS 干预可以进一步降低海马内

糖皮质激素受体的含量（P<0.05），而 C57 鼠与 C57+CUMS 鼠海马内的糖皮质激素受体含量

无明显差异（P>0.05）。多因子检测结果显示，与 C57+CUMS 鼠比，APP/PS1+CUMS 组小

鼠海马区细胞因子 IL-1β、TNF-α 水平均明显升高（P 均<0.05）。 
结论 慢性应激诱导的糖皮质激素抵抗促进 AD 鼠认知功能的损害，并可能与影响细胞因子 IL-
1β、TNF-α 表达有关。 
 
 
PU-108 

综合心理干预对初中独生子女情绪问题的初步效果 
 

刘桥生,余斌,朱虹,杨远坚 
江西省精神病院 

 
 
目的 探讨综合心理干预对初中独生子女情绪问题的效果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前期研究筛查出存在情绪问题并自愿参加本研究的初中独生子女

60 名，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 30 名。两组性别、年龄、年级构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都是采用团体心理治疗的干预形式，干预组应用综合心理干预及一般支持治

疗，对照组只给予一般支持治疗，连续干预 8 周，1 次/周。综合干预方法包括：（1）认知行为

治疗：这个治疗的目标主要是促进青少年自身的改变，通过了解认知（对事物的评价、观念、

看法等）在情绪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并且帮助青少年识别生活中存在的不合理信念，与不合理

信念进行斗争，同时进行放松等行为训练，从而达到改善不良情绪的目的。（2）家庭治疗：这

个治疗方法的目标主要是促进父母和家庭的改变，在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的发生、发展和治疗

过程中，家庭环境对青少年产生巨大的影响，家庭因素起着重要作用。通过帮助父母增加对情

绪障碍的症状及发病原因和过程的理解，同时帮助家长处理自己的问题和情绪，改变不合理信

念，发展父母的管理技巧，改善亲子关系等，并且，帮助他们学习家庭压力应对技巧、沟通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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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促进家庭和谐（如学习面对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并处理矛盾）的训练等，从而消除家庭因

素对情绪的不良影响。（3）人际关系治疗：这个方法的目标主要是促进青少年人际关系的改善，

通过讲述人际交往技巧，人际交往训练等来提高青少年的人际交往能力，从而消除不良人际关

系对情绪的影响。一般支持治疗：对青少年生活中的每一个进步都及时表扬和鼓励，以保证合

理行为的获得和合理情绪的表达；同时，与父母和老师配合，在家庭和学校给予更多的关心和

帮助。使用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评估干预疗效。 
结果 干预组治疗前后焦虑、抑郁总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干预后得分都显著低于

干预前；对照组治疗前后焦虑、抑郁总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且，干预后焦虑、

抑郁总得分干预组要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综合心理干预法对初中独生子女的情绪问题有较好的效果。 
 
 
PU-109 
远洋渔民神经质人格与抑郁症状的关系：舰艇环境应激的调

节作用 
 

李赛兰 1,杨娟 2,姜红娟 2 
1.海南省安宁医院 

2.海南医学院 
 
 
目的 探索远洋渔民舰艇应激在神经症人格与抑郁症状关系中的作用，为提高远洋渔民的心理健

康水平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随机取样，在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登记在册的 7011 名渔民中选取 905 名渔民，用

《大五人格问卷一神经质分量表》、《舰艇人员心理应激源调查问卷》和《流调中心用抑郁量

表》三个量表，在渔民出海前一周内进行集体测试。 
结果 
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神经质人格与抑郁症状呈显著的正相关( r = 0. 31，p＜0. 01) ；神

经质人格与舰艇应激总分呈显著的正相关( r =0. 21，p＜0. 001) ；神经质人格与舰艇应激-工作

关系呈显著的正相关( r =0. 20，p＜0. 001) ； 神经质人格与舰艇应激-舰艇环境呈显著的正相

关( r =0. 20，p＜0. 001) 。调节作用结果显示：舰艇应激总分对神经质人格和抑郁症状的关系

的调节作用显著( β =0. 11，p＜0. 001)，舰艇应激-舰艇环境对神经质人格和抑郁症状的关系有

显著的调节作用(β=0. 11，p<0.05) 。舰艇应激-工作关系应激对神经质人格和抑郁症状的关系

有显著的调节作用(β=0. 08，p<0.05) 。 
结论 舰艇应激能增强神经质人格对抑郁症状的影响。 
 
 
PU-110 

失业难治性强迫症患者的心理特征的研究 
 

周朝昀,王万章,张晓斌,许晓峰,储昕,沙维伟 
江苏省复员退伍军人精神病医院扬州五台山医院 

 
 
目的  对有无工作难治性强迫症患者的心理特征进行测查，并探讨患者职业困难与心理因素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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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09 年 5 月——2015 年 10 月在我院强迫症专病门诊就诊的 98 名难治性强迫症

患者为研究对象。将患者分为职业组和失业组，其中有职业组 56 人，失业组 42 人。给予父母

教养方式问卷（EMBU）、防御方式问卷(DSQ) 进行测评，并将两组测查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在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职业组父母情感温暖因子分高于失业组，二组比较有显著差异

（P＜0.05）。在防御方式问卷中，职业组难治性强迫症患者在回避低于失业组，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在大多数 OCD 患者慢性疾病过程中，显示了广泛职业和社会领域的各种功能障碍的。

强迫症患者由于性格和症状等多重原因会出现职业困难。而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父母的情感

温暖是重要的，会带给患者更多的安全感和鼓励，这将有利于患者应对社会和职业带来的焦虑。

而父母的情感温暖缺乏可能造成患者低自尊，将不利于患者对应人际间的困难和职业中的挫折，

会让患者很难履行工作职责。当 ROCD 患者感到自尊心受伤害、愤怒和沮丧时，就会回避，这

将不利于患者对应人际间的困难和职业中的挫折，会让患者很难履行工作职责或最终失去工作。

自责、幻想和合理化应付因子属于消极的应付方式，可以适当地回避焦虑情景，但由于这些消

极的应付方式主要是否认回避问题、幻想借助于他人宣泄情绪，转移视角自我保护，所以消极

的应付方式虽然可以暂时躲开压力的威胁，不过压力仍在，迟早还是得面对的，因此会降低心

理健康水平。在药物治疗基础上，对 ROCD 患者给予认知行为疗法、现实疗法等，为患者提供

有益的策略，来改善生活工作的境遇，从而推动病情的好转。从临床来看，进一步帮助失业强

迫症患者找到社会工作，对于保持认知功能和改善症状都是有积极意义的。结论：失业会使难

治性强迫症患者面临着更多的压力，对患者的康复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是患者一些心理特征也

会对患者的职业产生危害。 
 
 
PU-111 

合并抑郁症状的 IBS 患者 IGF 和 GABA 受体表达 
 

宋继中,王巧民 
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对合并抑郁症状的 IBS 患者的外周血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和 γ-氨基丁酸（GABA）
受体 mRNA 检测，了解合并抑郁症状的 IBS 患者的 IGF 和 GABA 表达及对机体生长代谢和神

经调节作用。 
方法 2014 年 5 月至 10 月安徽省立医院消化科门诊 就诊的 102 例 IBS 患者，进行患者一般情

况、24 项汉密尔顿量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和 14 项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问卷调查，外周血清采用实时-定量 PCR 检测胰岛素样生

长因子（IGF）和 γ-氨基丁酸（GABA-A 和 B）受体 mRNA 检测。 
结果  IBS 组的 HAMD 评分为（19.19±16.998）分，高于健康对照组的（3.20±2.903）分（t=8.966，
P=0.000）。IBS 组的 HAMA 评分为（17.250±14.296）分，高于健康对照组的（5.86±3.162）
分（t=7.837，P=0.000）。HAMD 积分≥7 分为合并抑郁症状组，小于 7 分为未合并抑郁症状

组，102 例 IBS 患者中，合并抑郁症状 58 例（56.9%），未合并抑郁症状 44 例（43.1%）。

IGF mRNA DP-IBS、IBS和对照组相比显著增高（0.031±0.014; 0.023±0.005和 0.017±0.006）。
GABA-AR DP-IBS、IBS 和对照组相比显著增高（0.092±0.019;0.059±0.015 和 0.052±0.014）。
GABA-BR mRNA DP-IBS、 IBS 和对照组相比显著增高（0.077±0.034; 0.054±0.012 和

0.041±0.028）。 
结论 IBS 患者存在精神异常，IGF 和 GABA-A 和 B 受体在 IBS 患者和合并抑郁症状者表达增

加，显示 IBS 患者存在机体生长代谢和神经调节异常，合并抑郁障碍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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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2 
依据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分析抑郁症患者临床特点 

 
王世江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 
 
 
目的 利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分析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症状特点。 
方法 运用汉密尔顿抑郁 24 项量表（HAMD-24），评估符合 DSM-V 抑郁症诊断标准的 226 名

患者（男人 94，女 132 人），探索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症状特点。 
结果 HAMD-24得分与年龄、文化程度无显著相关性，与性别有相关性（∣r∣=0.19，Ps=0.039）；
HAMD-24 中的躯体焦虑因子、认识障碍因子、睡眠障碍因子与年龄存在相关性（r = 0.317，
Ps=0.002；r = -0.348，Ps=0.000；r = 0.389，Ps=0.000），躯体焦虑因子、睡眠障碍因子与

文化程度有相关性（r = -0.261，Ps=0.003；r = -0.181，Ps=0.041）。男性患者 HAMD-24 得

分低于女性患者（F=5.722，Ps=0.018），男性患者的文化程度高于女性患者（F=10.445，
Ps=0.002）。以 40 岁为界限分为低龄组和高龄组，低龄组在躯体焦虑因子、睡眠障碍因子得

分低于高龄组（F=13.318，Ps=0.000；F=8.195，Ps=0.005），低龄组在认识障碍因子和绝望

感因子高于高龄组（F=11.736，Ps=0.001；F=4.863，Ps=0.029） 
结论 性别和年龄是影响抑郁症患者临床症状群的重要因素，总体来说女性患者抑郁症状严重程

度要高于男性患者群体，中老年患者睡眠障碍及躯体症状更突出，年轻患者认识障碍及绝望感

更明显。 
 
 
PU-113 

多种抗精神病药均致低血压 1 例 
 

郝金玉 
宁波市精神病院 

 
 
目的 多种抗精神病药均致低血压 1 例 
方法 通过研究病例患者 
结果 几乎所有的抗精神病药物均可能引起心血管系统方面的不良反应，表现为（直立性）低血

压、心动过速、心动过缓和心电图改变及传导阻滞【1】。直立性低血压也称为体位性低血压，

会增加患者发生意外摔倒和骨折的风险，尤其是在老年患者或有服用降压药的患者，临床上应

该关注【2】。奥氮平、利培酮及阿立哌唑均为新型抗精神病药物，它们具有对 α1-肾上腺素受

体的拮抗作用，并因此可能导致低血压现象【3】。直立性低血压发生率：奥氮平常见（＜10%
且≥1%），利培酮常见（＜10%且≥1%），阿立哌唑常见（＜10%且≥1%）。低血压常在体位改

变时发生，而持续的低血压且与体位无关的较少见。相关文献曾有服用某一种抗精神病药导致

低血压的报道【4-6】，但多种抗精神病药均导致低血压尤其是持续性低血压的报道不多。本例

患者出现与体位无关的持续的低血压现象，且血压变化与药物剂量相关，反复观察均是如此，

说明低血压为服用抗精神病药所 
结论 几乎所有的抗精神病药物均可能引起心血管系统方面的不良反应，表现为（直立性）低血

压、心动过速、心动过缓和心电图改变及传导阻滞【1】。直立性低血压也称为体位性低血压，

会增加患者发生意外摔倒和骨折的风险，尤其是在老年患者或有服用降压药的患者，临床上应

该关注【2】。奥氮平、利培酮及阿立哌唑均为新型抗精神病药物，它们具有对 α1-肾上腺素受

体的拮抗作用，并因此可能导致低血压现象【3】。直立性低血压发生率：奥氮平常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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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1%），利培酮常见（＜10%且≥1%），阿立哌唑常见（＜10%且≥1%）。低血压常在体位改

变时发生，而持续的低血压且与体位无关的较少见。相关文献曾有服用某一种抗精神病药导致

低血压的报道【4-6】，但多种抗精神病药均导致低血压尤其是持续性低血压的报道不多。本例

患者出现与体位无关的持续的低血压现象，且血压变化与药物剂量相关，反复观察均是如此，

说明低血压为服用抗精神病药所 
 
 
PU-114 

慢性应激加剧 APP/PS1 鼠海马区病理及代谢物质的改变 
 

韩冰 1,2,沈莉 1,吕超男 1,2,耿媛 1,2,张忠霞 1,王铭维 1,2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2.河北省脑老化与认知神经科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我们以往的研究证实，应激反应与机体的脑功能状态密切相关。与同月龄对照鼠相比，

APP/PS1 鼠的脑功能状态不佳，对相同刺激引起的应激反应的耐受力降低，表现为体内糖皮质

激素水平急剧升高，神经元超微结构明显受损，认知功能损伤加剧。本研究将进一步探讨慢性

不可预知性温和应激（CUMS）对对照鼠及 APP/PS1 鼠脑内海马区病理及其代谢物质的影响，

阐明认知障碍损伤加剧的可能物质基础。 
方法 将 6 月龄对照鼠（C57 鼠）及 APP/PS1 鼠，随机分为 C57、C57+CUMS、APP/PS1、
APP/PS1+CUMS 四组。非应激组鼠正常饲养，应激组鼠进行连续 4 周的 CUMS 应激。通过水

迷宫实验检测学习记忆能力；刚果红染色测定海马区淀粉样斑块沉积百分比；气相色谱-飞行时

间质谱联用分析系统及多元统计分析进行海马区代谢组学分析。 
结果 在水迷宫实验中，与 C57 组鼠相比，C57+CUMS 组鼠的平台象限探索时间及穿越隐藏平

台次数无统计学差异；与 C57 组鼠相比，APP/PS1 组鼠的平台象限探索时间减少，而穿越隐

藏平台次数无差异；与 APP/PS1 组鼠相比，APP/PS1+CUMS 组鼠平台象限探索时间及穿越隐

藏平台次数均明显减少。在病理学方面，C57 组鼠及 C57+CUMS 组鼠脑内海马区均未检测到

淀粉样斑块的沉积，而与 APP/PS1 组鼠相比，APP/PS1+CUMS 组鼠脑内海马区淀粉样斑块沉

积明显增多。在代谢组学方面，与 C57 组鼠相比，C57+CUMS 组鼠单棕榈酸甘油酯表达显著

降低，棕榈酸和硬脂酸表达显著升高；与 C57 组鼠相比，APP/PS1 组鼠缬氨酸、β-丙氨酸、磷

酰乙醇胺和泛酸表达显著降低，山梨糖、棕榈酸和硬脂酸表达显著升高；与 APP/PS1 组鼠相

比，APP/PS1+CUMS 组鼠苏氨酸、丝氨酸、磷酰乙醇胺和单硬脂酸甘油酯表达显著降低，3-羟
基丁酸、L-苹果酸和泛酸表达显著升高。再将所筛选出的差异代谢物与水迷宫空间探索测试成

绩进行相关性分析，最终发现 3-羟基丁酸、缬氨酸、丝氨酸、β-丙氨酸和磷酰乙醇胺与应激过

程中的认知改变密切相关，主要涉及鞘脂类代谢，酮体的合成与分解以及氨酸代谢通路。 
结论 慢性应激导致 APP/PS1 鼠认知损伤的加重，与其加剧淀粉样斑块沉积，及干扰了脑内海

马区多条代谢通路有关，主要涉及鞘脂类代谢，酮体的合成与分解以及氨酸代谢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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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5 
双相障碍儿童攻击行为与自我意识的相关性研究 

 
佟钙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双相障碍（BPD）儿童患者攻击行为与自我意识的关系，为临床干预提供依据。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就诊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临床心理

科的门诊或住院的双相障碍儿童患者，共52例作为研究组,正常对照组来源于乌鲁木齐市小学、

初中、高中的学生 55 名，所有入组对象年龄小于 16 岁，对所有入组患者进行—般资料调查表

(包括双相障碍患者的性别、年龄、族别、成长家庭类型)、外显版攻击行为量表(MOAS)和儿童

自我意识量表（PHCSS）评分，回收问卷，将所有资料采用 SPSS17.0 软件包进行数据统计分

析，定量资料的统计描述采用(`x ±s)，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或卡方检验，双相障碍儿童自我意识

对攻击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相关分析。Ｐ ＜０.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研究组和对照组在年龄、性别、族别、成长家庭类型上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两组

之间具有可比性。研究组的 MOAS 言语攻击、财产攻击、自身攻击、体力攻击及总攻击分均明

显高于对照组（均 P<0.05）。研究组 PHCSS 行为、躯体外貌与属性、焦虑、幸福与满足分量

表评分及总分均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 （均 P<0.05）。双相障碍儿童自我意识中幸福与满足因

子（r 值 0.694）与攻击行为呈正相关（P<0.05），行为（r 值-0.618）、躯体外貌与属性（r 值
-0.433）、焦虑（r 值-0.194）及自我意识总分（r 值-0.730）与攻击行为呈负相关（P<0.05），

智力与学校情况、合群与攻击性无相关性（P>0.05）。 
结论 双相障碍儿童自我意识水平低，攻击行为是常见的临床症状，自我意识与攻击行为具有相

关性，培养积极的自我意识有助于儿童攻击性行为的预防和干预。 
 
 
PU-116 

认知功能与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关系 
 

张晓斌 
江苏省扬州五台山医院 

 
 
目的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是一种强有力的血管再生因子，可以诱导各种组织血管内皮

细胞增殖，迁移和血管通透性。它可以通过调节大脑血管生成间接促进神经形成。此外，VEGF
也是神经营养因子，对中枢系统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具有营养和保护的特性。动物研究表明，

成人神经发生部位在海马的血管核，这个部位 VEGF 能刺激体外和体内神经祖细胞的增殖，并

对海马形态有显著影响。动物模型和临床研究均提示 VEGF 与学习记忆、注意等认知功能关系

密切。而有关 VEGF 与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关系的研究鲜有报道，因此本研究选取慢性服

药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 VEGF 血清水平的变化及其与认知

功能的关联性。 
方法 纳入 43 例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患者组）和 50 名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相匹配的正常

人（正常组）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测定血清中 VEGF 的水平，使用

霍普金斯词汇学习测验-修订版（HVLT-R）、Stroop 测验、言语流畅性测验（VFT）、连线测

验（TMT）量表评定两组的认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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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患者组血清 VEGF［（501.2 ± 204.7）pg/ml］显著高于正常组［（435.6 ± 197.8）pg/ml］
（t=-3.421，P<0.05）。患者组所有认知功能量表均与正常组有差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考虑到一般资料的影响，将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吸烟和身体质量指数为协变量进行方差分

析，进一步比较两组的血清 VEGF 水平和认知功能，差异仍有统计学意义（P<0.05）。采用控

制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吸烟和身体质量指数的偏相关分析血清 VEGF 浓度与认知功能的相

关性，该分析发现患者组血清 VEGF 浓度与 HVLT-R 即刻记忆 1 试、回忆总数、延迟回忆、

TMT-B 均有显著相关性（r=0.750，P<0.01；r=0.516，P<0.01；r=0.365，P<0.05；r=-0.432，
P<0.01），而与其它认知功能量表评分均无明显相关性。在正常组所有认知功能量表分与血清

VEGF 无明显相关性。 
结论 本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血清 VEGF 水平异常及认知功能受损，VEGF 与精神分

裂症的认知功能具有相关性，初步提示 VEGF 参与了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机理及认知障碍的病理

通路。 
 
 
PU-117 

皮质下缺血性脑小血管病患者睡眠质量改变的临床研究 
 

刘艳艳,刘蕾,薛蓉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探讨皮质下缺血性脑小血管病(Cerebral Small Vessel Disease,CSVD)患者的睡眠质量改

变 
方法 连续纳入 2015 年 5 月~2016 年 5 月就诊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内科门诊或病房住院

的 77 例皮质下缺血性 CSVD 患者（CSVD 组）为研究对象，选择同期于健康体检中心查体或

病房住院的 90 例无认知功能障碍且头 MRI 正常者为健康对照组(HC 组)，对患者的基本信息、

临床资料进行登记；应用睡眠量表(PSQI、ESS、ISI) 评估患者的睡眠状况。分析比较：1、皮

质下缺血性 CSVD 患者与健康对照组睡眠量表得分的差异；2、皮质下缺血性 CSVD 认知功能

受损不同程度患者即 VD 组、VCIND 组、NC 组三组间睡眠量表得分的差异。      
结果 CSVD 组患者 PSQI 量表总分、ESS 量表得分高于 HC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

ISI 量表得分无统计学差异(p=0.062)；PSQI 量表分项得分显示：CSVD 组患者睡眠紊乱、白天

功能紊乱得分高于 HC 组，睡眠潜伏期、睡眠持续性、睡眠效率得分低于 HC 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两组患者睡眠质量及睡眠药物得分无统计学差异；VD 组、VCIND 组、NC 组三组间

PSQI 量表总分、ESS 量表得分依次降低，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三组患者 ISI 量表得

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SQI 量表分项得分显示：VD 组、VCIND 组、NC 组三组患者睡眠紊乱、

白天功能紊乱得分依次降低，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三组患者睡眠潜伏期、睡眠持续

性得分依次升高，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三组患者睡眠质量、睡眠效率、睡眠药物得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皮质下缺血性CSVD患者出现主观睡眠质量改变，睡眠质量改变表现为睡眠潜伏期缩短，

睡眠持续时间延长 ，睡眠紊乱明显，白天睡眠增多，日间功能下降，且上述改变与是否服用睡

眠药物无关。皮质下缺血性 CSVD 患者中血管性痴呆患者(VD 组)较非痴呆的血管性认知功能

障碍患者(VCIND 组)主观睡眠质量改变更明显睡眠质量改变表现为睡眠潜伏期缩短，睡眠持续

时间延长，睡眠紊乱明显，白天睡眠增多，日间功能下降，但与是否服用睡眠药物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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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8 
慢性失眠患者血清内分泌指标（TSH、T3、T4、皮质醇）、

炎性因子（IL-6）及 BDNF 的相关临床研究 
 

王芳,韩雪娇,薛蓉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通过对慢性失眠（Chornic insomnia）组 40 例、健康对照组甲状腺素（Total Thyroxine , 
TT4）、总三碘甲状腺原氮酸（TT3）、皮质醇（cortisol）、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水平进行检测，分析两组之间

各项水平的差异，探讨慢性失眠患者血清学内分泌、炎性因子及神经营养因子的改变，从而间

接阐述慢性失眠内分泌、炎症、神经损伤的外周血机制。 
方法 收集于 2015 年 10 月~2015 年 2 月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内科就诊的失眠患者，选

择符合 ICSD-3 中慢性失眠诊断标准的 40 例患者作为慢性失眠组，同期收集了 40 例于天津医

科大学体检中心就诊的健康人作为正常对照组。收集患者清晨空腹静脉血，使用酶联免疫方法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 ）检测患者 TSH、TT4、TT3、皮质醇、IL-
6、BDNF，分析比较两组之间血清 TSH、TT4、TT3、皮质醇、IL-6、BDNF 水平的差异。 
结果 1、慢性失眠组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血清 TSH、TT4、TT3、皮质醇水平明显升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 <0.05。 
2、慢性失眠组与正常对照组对比，血清 IL-6 的含量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血清 BDNF 的含量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慢性失眠患者的外周血血清 IL-6 水平增高，反映出在慢性失眠患者体内炎症反应处于过

度激活的状态，进而使垂体分泌功能紊乱，血清 TSH 水平增高，导致甲状腺功能亢进，血清 T3、
T4 水平增高，而且能够激活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使血清皮质醇分泌增加，因此在临床治疗

时应警惕甲状腺疾病或其他内科疾病的发生；慢性失眠导致外周血神经营养因子水平减低，提

示我们慢性失眠对神经造成了一定程度损伤，在临床治疗时应警惕。 
 
 
PU-119 

团队随访对癌痛患者延续管理的效果观察 
 

芮冶昊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 探讨团队随访模式对癌痛患者进行延续管理的效果。 
方法 选取 2016 年 3 月-2016 年 5 月从肿瘤科出院的癌痛患者 86 例，根据住院号尾数进行分

组。对照组（44 例）采用常规干预方法，试验组（42 例）实施团队随访模式。于干预后 1 个月

对两组患者进行癌痛控制效果及生活质量评估。 
结果 试验组在接受团队随访的延续管理后，癌痛控制效果及生活质量评分中的总健康水平、躯

体功能、认知功能、社会功能较对照组有显著差异(P＜0.05)。两组间角色功能、情绪功能无显

著差异(P＞0.05)。 
结论 实施团队随访的延续管理，有助于在癌痛患者出院后继续得到规范的治疗及护理，对于提

高患者的疼痛控制水平、改善生活质量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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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0 
抑郁症患者依恋类型、防御方式及其关系研究 

 
王婧,周波 

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抑郁症患者依恋类型与防御方式之间的关系。 
方法 采用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CR）及防御方式问卷（DSQ-88），对 68 名抑郁症患者的依恋

类型和防御方式进行测量。 
结果 1、92.6%的抑郁症患者的依恋类型为非安全型依恋，其中 35.3%为恐惧型，39.7%为迷恋

型，16.2%为冷漠型。依恋类型性别差异不显著，幼年主要抚养者差异不显著。2.、52.9%的抑

郁症患者以使用不成熟防御方式为主，38.2%患者以使用成熟防御方式为主，中间型防御方式

占 8.8%,防御方式的性别差异不显著，主要抚养者差异不显著。3、恐惧型依恋、迷恋型依恋、

冷漠型依恋均与不成熟防御方式和中间型防御方式显著正相关。 
结论 依恋类型是影响防御方式的重要因素。 
 
 
PU-121 

十二段锦健身气功改善老年人心身健康状况的研究现状 
 

尤圣杰,张捷,刘恒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目的 健身气功“十二段锦”是由十二段动作组成的传统坐式养生功法，因其功法术势编排精致，

动作如丝锦般连绵不断、柔和优美，是一套独立且完整的健身功法，故称为“锦” 。十二段锦是

以形体活动、呼吸吐纳、意念调节相结合为主要运动形式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是中华悠久文

化的组成部分。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患有躯体疾病和精神疾病的老年人群也在不断上升，本

文旨在让十二段锦这种适合老年人特质的健身功法受到更多关注。 
方法 本文以“十二段锦”、“坐式八段锦”、“文八段锦”“心身健康”“老年人”为关键词查找、阅读中

英文文献，并将其综述。 
结果 十二段锦通过“调身”、“调息”和“调心”，在生理上疏通人体经络，保证人体气血畅通，具有

保精、养气、存神的作用；在心理上调节改善不良心理状态。长期习练十二段锦对防病治病、

延年益寿可以起到积极的效果。本文仅纳入了设有对照的十二段锦研究，遗憾的是目前对于十

二段锦的研究并不多，仍有相当一部分报道未设立对照组，且大多数研究为小样本研究，缺乏

随访，从而缺失了十二段锦养生功法对人体长期调节作用的报道。 
结论 十二段锦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心身共调。开展对其的研究，可以促进十二段锦在人群中

的推广及应用，提高国人对传统养生功法乃至传统文化内涵的关注度。其作为一种便于记忆、

操作简便、安全可靠、功效显著的传统健身功法，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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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2 
妊娠早期孕妇睡眠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童萍,彭燕 ,高霞 , 孙四平 ,石元洪 

苏北人民医院/扬州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扬州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目的 了解妊娠早期孕妇睡眠质量与心理健康状况、生活事件、社会因素的相关关系。 
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抽取 167 名孕早期孕妇。对所有样本进行匹茨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
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生活事件量表（LES）、社会支持量表(SSRS)
测评孕早期孕妇心理健康状况、生活事件、社会因素与睡眠质量的关系。 
结果 妊娠早期孕妇的 PSQI 与抑郁、焦虑、正性生活事件、负性生活事件呈正相关，相关系数

分别为 0.487、0.467、0.553、0.709；社会支持和 PSQI 各成分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关性。 
结论 妊娠早期孕妇的心理健康状况、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均会影响孕妇的睡眠质量，可通过改

善心理健康状况、减少生活事件和提高社会支持来改善孕妇的睡眠质量。 
 
 
PU-123 

基于情志因素探讨子宫肌瘤的发病和治疗 
 

刘宇,李冬华,陈超,王文娜 
首都医科大学 

 
 
目的 随着当今社会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情志因素导致的疾病也日渐增多。

研究显示，子宫肌瘤的发生、发展多与忧思、郁怒等情志因素相关。中医学认为情志过激或不

解均可导致脏腑功能失常、气血运行失调而诱发子宫肌瘤，其机制可分为“忧思伤心”、“忧思伤

脾”及“郁怒伤肝”。另外，在子宫肌瘤的防治方面，中医“形神合一”的治疗思想也发挥着突出优势，

其在“治身”的基础上同时注重“调神”，不仅能够缓解患者的负面情绪，同时也能够较大程度的改

善患者的生理功能。 
方法 本文将基于情志因素探讨子宫肌瘤的发病和预防，为临床防治此病提供思路。 
结果 中医治疗疾病则在治“形”的基础上同时注重“神”的治疗，这种身心合一的治疗思想是以通

过促进机体的整体和谐以达到增强免疫力，进而防治子宫肌瘤的目的。 
结论 
 
 
PU-124 

佛罗里达强迫问卷（FOCI）信度效度研究 
 

曹璇,王建玉,高睿,潘桂花,王振,张海音,范青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为探讨佛罗里达强迫问卷（FOCI）在中国临床样本的信度和效度，并探讨其划界分。 
方法 153 例强迫症患者、137 例健康对照、150 例病例对照（焦虑症、抑郁症、惊恐障碍）参

与了本研究，三组研究对象分别完成佛罗里达强迫问卷（FOCI）、耶鲁-布朗强迫量表（Y-B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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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症状量表修订版（OCI-R）、贝克抑郁量表第二版（BDI-Ⅱ）、贝克焦虑量表（BAI）、生

活质量量表（SF-36）。用 ROC 曲线探讨佛罗里达强迫问卷（FOCI）划界分值。 
结果 强迫症患者组佛罗里达强迫问卷（FOCI）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症状清单（KR20=0.813），
严重程度表（Cronabach α=0.840），重测信度分别为症状清单 0.926，严重程度表 0.968。佛

罗里达强迫问卷与耶鲁-布朗强迫量表（Y-BOCS）强相关，其中两者症状清单相关度为 0.806，
两者严重程度表为 0.840；强迫症状量表修订版（OCI-R）较强正相关，症状清单与其总分相关

度为 0.713，严重程度表与其总分相关度为 0.450；严重程度表与贝克抑郁量表第二版（BDI-Ⅱ）

相关度 0.521、与贝克焦虑量表（BAI）相关 0.468，与生活质量量表相关度-0.326。ROC 曲线

结果表明强迫症患者与非强迫症患者严重程度表划界分为 8 分，灵敏度为 84%，特异度 87%。 
结论 佛罗里达强迫问卷在中国临床样本中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强迫症患者与非强迫症患者

严重程度表划界分为 8 分。 
 
 
PU-125 
西藏林芝地区 87 例住院藏族妇女身心疾病临床分析及探讨 

 
铭勇,王文君 

西藏林芝市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和探讨林芝市藏族妇女身心疾病的特点和干预方式。 
方法  回顾分析 2016 年 1 月至 12 月期间在我院内科住院治疗的内科常见疾病中伴有焦虑和抑

郁倾向的 87 例藏族女性患者的基本信息与临床特点。 
结果  综合医院普内科住院藏族女性患者合并焦虑和抑郁状态的患病率高，常规对症治疗效果

欠佳，行认知行为治疗和酌情抗焦虑、抑郁药物治疗后患者临床症状明显缓解。 
结论  综合医院各级医生对身心疾病导致的躯体障碍认识不足。如能早期识别，早期干预后可

以明显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 
 
 
PU-126 

心理治疗干预食管癌患者伴发情绪障碍的国内研究进展 
 

殷秀敏,张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目的  本文拟对国内针对食管癌伴发情绪障碍患者的心理干预的研究现状做一综述 
方法 搜索 CNKI 上有关心理干预治疗食管癌或消化道肿瘤伴发情绪障碍的文献，阅读并对常用

的针对食管癌患者伴发情绪障碍的心理干预方法进行总结，对目前的研究进展及存在的问题进

行讨论。 
结果  随着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肿瘤患者的心理健康，并逐渐开展

对肿瘤患者的心理干预。就食管癌患者为例，在临床中针对患者不同阶段（包括手术前后、放

化疗期间及康复期）的多种心理干预均有开展且对缓解患者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有显著效果，

明显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目前常采用的心理干预方法有聚焦解决模式、基于坚强观念的心理干

预、结构式心理干预、沙盘游戏及团体心理治疗等。 
 



第 23 届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全国年会暨心身医学国际论坛 书面交流 

219 
 

结论  以食管癌患者为例，采用聚焦解决模式、结构式心理干预、认知-行为疗法、音乐疗法等

多种心理干预手段来缓解肿瘤患者负性情绪，以提高其治疗的积极性及生活质量已被广泛接受

和应用，但目前的心理干预尚缺少心理专科医生的参与，对肿瘤患者伴发中重度焦虑抑郁等情

绪问题尚缺少识别和干预；对于早期及院外康复期肿瘤患者的情绪问题尚缺少研究和干预，对

此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PU-127 
皮质下缺血性脑小血管病患者睡眠质量改变与脑白质病变 分

级相关性的临床研究 
 

王芳,刘蕾,薛蓉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探讨皮质下缺血性脑小血管病(Cerebral Small Vessel Disease,CSVD)患者睡眠质量改变

与脑白质病变分级的相关性。 
方法 连续纳入 2015 年 5 月~2016 年 5 月就诊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内科门诊或病房住院

的 77 例皮质下缺血性 CSVD 患者（CSVD 组）为研究对象，选择同期于健康体检中心查体或

病房住院的 90 例无认知功能障碍且头 MRI 正常者为健康对照组(HC 组)，对患者的基本信息、

临床资料进行登记；应用睡眠量表(PSQI、ESS、ISI) 评估患者的睡眠状况。根据 Aharon-Peretz
白质病变分级标准对患者白质病变程度进行分级。分析比较皮质下缺血性 CSVD 患者睡眠量表

得分与脑白质病变分级的相关性。 
结果 皮质下缺血性 CSVD 患者 PSQI 量表总分、睡眠紊乱得分、白天功能紊乱得分、ESS 量

表得分与脑白质病变分级呈正相关；睡眠潜伏期得分、睡眠持续性得分、睡眠效率得分与脑白

质病变分级呈负相关；睡眠质量得分、睡眠药物得分、ISI 量表得分与脑白质病变分级无明显相

关性。 
结论 皮质下缺血性 CSVD 患者脑白质病变程度越重，患者主观睡眠质量改变越明显，睡眠质

量改变表现为睡眠潜伏期缩短，睡眠持续时间延长，睡眠紊乱、日间功能下降，嗜睡程度加重。 
 
 
PU-128 

聚丙烯薄膜驻极体对失眠的疗效观察 
 

邹学良 
江西省精神病院 

 
 
目的 探查聚丙烯薄膜驻极体敷帖对失眠患者睡眠情况的影响。 
方法 51 例受试者纳入研究，受试者有健康志愿者、失眠但未服药物者、失眠且服用药物者三

类，每类随机分为两组，分别接受聚丙烯薄膜驻极体敷贴和其安慰剂治疗三周，在治疗前，治

疗一周，治疗三周后接受 CPC 睡眠质量监测。 
结果 健康志愿者接受上述两种干预后，各项睡眠指标没有差异；失眠但未服药物的受试者，随

机接受敷帖和安慰剂后，两个组的熟睡时间百分比存在主体间差异，P=0.028，且两组三次监测

数据也存在主体内差异，P=0.001，表明敷帖可以改善失眠且未用药患者的熟睡时间百分比；失

眠且服用药物的受试者随机接受敷帖和安慰剂后，两个组熟睡时间百分比、睡眠效率、觉醒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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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存在主体间差异，分别为 P=0.017、P=0.019、P=0.042，且上述三个指标的三次监测数据也

存在主体内差异，相应分别为 P=0.001、P=0.001、P=0.028，表明敷帖可以改善失眠且服用药

物患者的熟睡时间百分比、睡眠效率、觉醒时间。 
结论 聚丙烯薄膜驻极体敷贴可以改善失眠患者的睡眠品质，而不论其是否服用药物。 
 
 
PU-129 
基于人文关怀的心理护理干预在卒中后抑郁患者中的应用 

 
李慧敏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 探讨以人文关怀为主线的心理护理干预在卒中后抑郁症患者中的效果及影响。 
方法 按数字表随机法，将卒中后轻中度抑郁患者随机分组为对照组及干预组，对照组采用常规

的治疗，如抗抑郁及康复治疗，干预组采用在对照的基础上，结合患者的生活背景、宗教信仰

等针对性的进行心理护理。利用 SPSS18.0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分析，两组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评分结果、患者的住院天数及住院满意度。 
结果  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均无差异；两组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有显著差异(P<0.05)，干

预组情绪有明显改善；两组的住院天数也有显著差异；两组的住院满意度同样有显著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对卒中后轻中度抑郁患者行心理护理，且结合患者生活背景、宗教信仰的人文关怀成为日

后临床护理的趋势，本研究抑郁量表的分值的降低，干预组能有明显的情绪的改善，显示心理

护理能有效的改善卒中后抑郁的症状，这与国内外很多研究一致。通过对住院天数的比较，干

预组能降低平均住院日，帮助提高临床诊治疗效，增强脑卒中的救治效率；另外，病人及家属

的住院满意度也有所提高，能够得到病人及家属的肯定，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对提高服务质量起

到了很重要作用。总之，基于人文关怀的心理护理干预在卒中后抑郁患者中能起到明显效果，

值得临床推广及应用。 
 
 
PU-130 
皮质下缺血性脑小血管病患者认知功能受损特征与脑白质病

变分级相关性的临床研究 
 

万亚会,刘蕾,薛蓉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探讨皮质下缺血性脑小血管病(Cerebral Small Vessel Disease,CSVD)患者认知功能受损

特征与脑白质病变分级的相关性。 
方法 连续纳入 2015 年 5 月~2016 年 5 月就诊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内科门诊或病房住院

的 77 例皮质下缺血性 CSVD 患者（CSVD 组）为研究对象，选择同期于健康体检中心查体或

病房住院的 90 例无认知功能障碍且头 MRI 正常者为健康对照组(HC 组)，对患者的基本信息、

临床资料进行登记；应用认知量表(MMSE、MoCA)评估患者的认知功能受损特征。根据 Aharon-
Peretz 白质病变分级标准对患者白质病变程度进行分级。分析比较：皮质下缺血性 CSVD 患者

认知相关量表得分与脑白质病变分级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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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皮质下缺血性 CSVD 患者 MMSE 总分、MOCA 总分及各亚认知领域得分与脑白质病变分

级均呈负相关。 
结论 皮质下缺血性 CSVD 患者脑白质病变程度越重，患者认知功能各领域下降程度越重。 
 
 
PU-131 

皮质下缺血性脑小血管病患者外周血红细胞膜  
Aβ沉积的临床研究 

 
王芳,刘蕾,薛蓉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测定皮质下缺血性 CSVD 患者外周血红细胞膜 β 淀粉样蛋白(amyloid-β,Aβ)沉积率及沉

积量，以期寻找皮质下缺血性 CSVD 患者认知功能障碍(Vascular Cognitive Dysfunction,VCI)
的早期生物学标志物，为皮质下缺血性脑小血管病 VCI 患者的早期诊治提供生化诊断的依据。 
方法 连续纳入 2015 年 5 月~2016 年 5 月就诊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内科门诊或病房住院

的 77 例皮质下缺血性 CSVD 患者（CSVD 组）为研究对象，选择同期于健康体检中心查体或

病房住院的 90 例无认知功能障碍且头 MRI 正常者为健康对照组(HC 组)。测定患者外周血红细

胞膜 Aβ 沉积率及沉积量。分析比较：1、皮质下缺血性 CSVD 患者与健康对照者外周血红细胞

膜 Aβ 沉积率及沉积量的差异；2、皮质下缺血性 CSVD 认知功能受损不同程度患者即 VD 组、

VCIND 组、NC 组三组间外周血红细胞膜 Aβ 沉积率及沉积量的差异。 
结果  CSVD 组与 HC 比较，两者外周血红细胞膜 Aβ 沉积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0<0.05)。VD 组及 VCIND 组外周血红细胞膜 Aβ 沉积阳性率均高于 NC 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VCIND 组与 VD 组比较(p=0.077>0.05)，外周血红细胞膜 Aβ 沉积阳性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结论 皮质下缺血性 CSVD 的发病机制可能与 Aβ 有关。 
 
 
PU-132 

焦虑预处理对急性帕金森病模型小鼠的影响 
 

吕俊丽,刘俊骞,顾平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旨在探讨焦虑预处理对急性 PD 小鼠模型情绪、运动功能、学习记忆功能以及黑质-纹状

体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影响。 
方法 将 68 只 13 周龄 23-30g C57BL/6J 健康雄性小鼠随机分为以下 4 组(n=17)： 
    1)正常组(CON 组)：正常健康小鼠，不做任何处理； 
    2)焦虑预处理组(ANX 组)：采用改良 Vogel 饮水冲突法结合束缚方法制造焦虑预处理小鼠模

型； 
    3)急性 PD 模型组(PD 组)：小鼠腹腔注射 MPTP，20mg/kg，4 次，每两次间隔 2h，复制急

性 PD 小鼠模型； 
    4)焦虑预处理的急性 PD 模型组(ANX+PD 组)：在同 ANX 组一样的造焦虑预处理模型基础

上给予同 PD 组一样的 MPTP 药物，用于造先有焦虑预处理后制造为急性 PD 小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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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小鼠在相同环境下饲养至 13 周龄，焦虑预处理后第 5，6，7 和 8-13 天依次分别行旷场实

验，高空十字迷宫实验，爬杆试验，水迷宫实验检测小鼠行为学改变，焦虑预处理后第 14 天取

各组小鼠大脑，采用免疫组织化学观察黑质-纹状体酪氨酸羟化酶阳性(tyrosine hydroxylase 
positive，TH+)神经元的改变。 
结果 1 
结论 1 焦虑预处理可使小鼠产生明显的焦虑情绪，但维持时间较短；可提高小鼠学习能力，损

伤纹状体多巴胺能神经纤维；2 焦虑预处理明显加重急性 PD 模型小鼠运动功能损害，参与记

忆能力损害。 
 
 
PU-133 

以焦虑抑郁、格林-巴利综合征为首发表现的系统性 
红斑狼疮 1 例 

 
李婧,史万英,吕晓培,卢海丽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原：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探讨系统性红斑狼疮并发焦虑抑郁、格林-巴利综合征的临床表现、发病机制、病情演

变、诊断和治疗方法，降低误诊率，提高疗效。 
方法 对以焦虑抑郁、格林-巴利综合征为首发表现的一例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病史、临床特

征、诊断过程与治疗结果进行报道，并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分析。 
结果 该例患者以焦虑抑郁、格林-巴利综合征为首发表现，病情进展迅速，明确诊断后经过静脉

用丙种球蛋白、甲基强的松龙、血浆置换、环磷酰胺免疫抑制及抗焦虑抑郁等治疗后病情得以

控制，患者生活能自理，后期能参加工作，预后好。需要注意若以抑郁焦虑、神经精神症状为

首发者，SLE 极易被漏诊或误诊，临床上需对这一类患者引起重视。 
结论 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神经精神损害的比率甚高，但伴发格林-巴利综合征、肺性脑病的非常

罕见，且起病急、进展迅速、死亡率极高，故早期确诊，及时、联合治疗对控制病情和改善预

后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对出现抑郁焦虑症状的青年患者，需要对其进行从生理、心理到社会的

全面评估，以免误诊，根据评估结果，制订针对单个病人的有针对性的医护干预措施。给予有

效的干预措施可有效改善患者的抑郁症状、降低狼疮活动指数，提高患者的预后。 
 
 
PU-134 

“愉悦感丧失”患者的临床决策模式初探 
 

张光银,沈莉,周博,高雅,周祥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使用决策树进行精神科临床诊断。 
方法 通过一个比较典型的精神科临床决策问题，我们根据患者提供的信息把决策树绘制出来。 
结果 通常对于精神疾病的诊断，一旦考虑了恰当的鉴别诊断，诊断过程就相对简单了。 
结论 对于精神疾病这种比较复杂的疾病，为了减少误诊的情况发生，可以采用最直观的决策树

的方法来帮助医生决策，同时也使患者能够更加清晰的认识自己的疾病，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医

患关系，医患心灵交融，有利于后期临床决策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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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5 
甘麦大枣汤对“怒”模型大鼠前额叶和杏仁核中 BDNF、SERT

基因表达的影响研究 
 

倪红梅,徐铭悦 
上海中医药大学 

 
 
目的 研究甘麦大枣汤对“怒”模型大鼠前额叶和杏仁核中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五羟色胺

转运体(SERT)基因表达的影响。 
方法 将 40 只 Wistar 雄性大鼠随机分成正常组、模型组、甘麦大枣汤组和香芍颗粒组，每组 10
只。除正常对照组外，其余各组以社会隔离与居住入侵方法进行“怒”模型大鼠复制。28 天完成

造模后，各组开始给予相应的干预措施，其中模型组、甘麦大枣汤组和香芍颗粒组继续以造模

方法给予相应的刺激。香芍颗粒组大鼠灌服香芍颗粒药液（浓度为 0.1g/mL），每天 1 次；甘

麦大枣汤组、正常组灌服甘麦大枣汤浓缩药液 2ml（每毫升药液含 2g 生药）；正常组和模型组

灌服等体积的蒸馏水。各组均干预 28 天。观察前额叶和杏仁核中 BDNF、SERT 基因表达情

况。 
结果 甘麦大枣汤可提高“怒”模型大鼠的前额叶和杏仁核中 BDNF mRNA 及 SERT mRNA 的表

达。 
结论 甘麦大枣汤可能通过提高前额叶和杏仁核中 BDNF mRNA、SERT mRNA 的表达，对异

常“怒”发挥调整作用。 
 
 
PU-136 
艾司西酞普兰抗抑郁疗效与 CYP2C19 及 5-HTT 基因多态性

关联性分析 
 

赵蓓,李国海,章皎洁,李一云,孙雪 
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索艾司西酞普兰抗抑郁疗效与 CYP2C19 及 5-HTT 基因多态性关联性。 
方法 共纳入单向抑郁患者 51 名，入组后服用艾司西酞普兰 10-20mg/日，于入组后和治疗第四

周末分别评定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24 项版本(HAMD-24)。HAMD 总分减分率>50%为有效。应用

聚合酶链反应技术检测 CYP2C19 酶、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 5-HTTLPR 两种多态性；然后进行

统计分析。 
结果 不同 CYP2C19 基因型之间艾司西酞普兰治疗的有效率无明显差异（χ2=0.166, P=1.000），
副反应发生率有差异（χ2=16.115，P<0.001）；不同 5-HTT 基因型之间有效率无明显差异

（χ2=0.402, P=0.819）；病程≤12 月者有效率高于病程>12 月者（χ2=19.906，P<0.001）；艾

司西酞普兰治疗是否有效与年龄（B=-0.847，P=0.047）和病程（B=-4.820，P<0.001）相关。 
结论 艾司西酞普兰抗抑郁疗效与CYP2C19多态性、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多态性均未显示相关，

但与患者的年龄与病程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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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7 
迟发性运动障碍与血清胶质细胞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关系 

 
叶飞,肖文焕,詹琼琼,唐小伟,张晓斌 

江苏省复员退伍军人精神病医院扬州五台山医院 
 
 
目的 许多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的长期抗精神病治疗通常与迟发性运动障碍(TD)的出现有关。

而血清胶质细胞源性神经营养因子(GDNF)在对儿茶酚胺能、多巴胺能和胆碱能神经元的保护中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GDNF 水平低于健康成人。但关于精神分

裂症伴发 TD 的 GDNF 研究很少。因此我们探讨伴有迟发性运动障碍（TD）或不伴有迟发性运

动障碍（NTD）男性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血清胶质细胞源性神经营养因子（GDNF）水平，并

分别与健康对照组进行对照比较，明确血清 GDNF 水平与伴发 TD 的精神分裂症是否有关联。 
方法 75 名入组的男性患者均符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 精神分裂症诊断标

准和相应的排除标准。同时招募了年龄、种族相匹配的男性健康对照组 53 例。根据不自主运动

量表评定得分将 75名男性慢性精神分裂症病人分为伴有迟发性运动障碍组(TD 组 n=32)和不伴

有迟发性运动障碍组（NTD 组 n=43)，两组在病程和年龄等方面无显著差异。我们对所有受试

者的血清 GDNF 水平进行了检查，使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测定 TD 和 NTD 组及正常对照

组（n=53）的血清 GDNF 水平。采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对 TD 和 NTD 患者进行精

神症状的评估。 
结果 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组(包括 TD 和 NTD 组)的 GDNF 水平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p < 0.05),
而 NTD 和健康对照组两组的 GDNF 水平，均高于 TD 组，且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在伴有 TD 的男性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中，GDNF 水平的降低表明，不平衡的神经营养因

子水平可能与 TD 的病理生理学有关。而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组的 GDNF 水平明显低于健康对

照组，与既往一些研究结果一致，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存在异常的神经营养因子水平，这

可能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有关。但是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治疗使用的抗精神病药物的种类和剂

量是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还需进一步的研究明确。 
 
 
PU-138 

晚期癌症患者对灵性照护需求状况的调查研究 
 

田畅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目的 通过了解晚期癌症患者灵性照护需求的状况，探讨国内患者灵性照护的工作方向，为今后

更好的发展姑息治疗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采用中文版患者灵性需求评估问卷对 300 名晚期癌症患者进行灵性照护需求的无记名问

卷调查，以百分比、均数等方法进行描述性数据分析。 
结果 心理社会需求维度中，“与亲近的人分享想法和感觉 ”分值最高；     
灵性需求维度中，“战胜恐惧”和“寻找心灵的安宁 ” 位列前位，而“与他人讨论濒临死亡和死亡 ”
以及“寻求饶恕”等条目得分最低；在宗教信仰需求维度中，患者对“自己信仰团体中的成员的探

访 ”这一条目需求较高；此外，81%的患者认为自己存在非宗教性的精神寄托；59%的患者认为

自己的灵性需求未得到满足；72%的患者希望得到一些帮助来满足自己的灵性需求，患者希望

得到灵性需求帮助的来源为家人朋友，在饮食、医药或住房方面的经济支持需求最高，同时患

者也希望社会慈善机构能够给予其一定的经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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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晚期癌症患者的灵性需求巨大，相当一部分患者的灵性需求未得以满足，医护人员可以通

过鼓励家属陪伴、注重死亡教育、尊重宗教信仰以及发展社会支持资源等手段来满足患者的灵

性需求。 
 
 
PU-139 

经络导频仪配合针灸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王惠慈 1,刘舜尧 2 
1.江苏省人民医院宿迁分院（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 

2.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市人民医院 
 
 
目的 为了让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在最轻的痛苦下解除病痛 
方法 利用中频电的镇痛作用，加上董氏奇穴中的正士、正宗穴，理疗和针灸相结合 
结果 不仅减少了患者治疗中的痛苦，而且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症腰痛明显的患者取得了非常满意

的疗效 
结论 在运用经络导频仪治疗时，把负极安放在电子聚集的疼痛部位即病变部位，正极放在远端

配穴（双委中）上，调整生物电子的运动方向，使其由负极向正极转移，使聚集的“生物电子团”
疏散，从而恢复人体整体的平衡、相对的平衡、动态的平衡，就可以使病理细胞恢复正常，病

变组织恢复健康，疼痛减轻或消失。 
 
 
PU-140 

纤维肌痛综合征 465 例回顾性临床分析 
 

李长红,魏琴,李坤,王慧娟 
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纤维肌痛综合征的临床特点、伴随症状及男女患者之间的差别。 
 
方法 回顾性分析 465 例新乡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收治的纤维肌痛综合征患者的各

种临床表现和治疗效果。 
结果 女性患者表现为多部位疼痛，八个部位以上的比例高于男性(P<O．05)。而男性患者疼痛

程度及焦虑程度均低于女性患者(P<O．05)。并且，女性患者的复发率还高于男性(P<0．05)。 
结论  男性患者纤维肌痛综合征的症状较女性轻，女性患者较男性更易复发，并且女性患者多

伴有焦虑或抑郁症状，女性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相对欠佳。纤维肌痛综合征在一定程度上严重

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并可致残，其造成自杀或意外死亡的频率也明显高于正常人群，因此需要

我们更加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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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1 
皮质下缺血性脑小血管病患者脑白质病变与外周血红细胞膜 

Aβ沉积相关性的临床研究 
 

郭丹,刘蕾,薛蓉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探讨皮质下缺血性脑小血管病(Cerebral Small Vessel Disease,CSVD 患者脑白质病变分

级与外周血红细胞膜 Aβ 沉积量的相关性 
方法 连续纳入 2015 年 5 月~2016 年 5 月就诊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内科门诊或病房住院

的 77 例皮质下缺血性 CSVD 患者（CSVD 组）为研究对象，选择同期于健康体检中心查体或

病房住院的 90 例无认知功能障碍且头 MRI 正常者为健康对照组(HC 组)，根据 Aharon-Peretz
白质病变分级标准对患者白质病变程度进行分级。测定患者外周血红细胞膜 Aβ 沉积量。分析

比较皮质下缺血性 CSVD 患者脑白质病变分级与外周血红细胞膜 Aβ 沉积量的相关性。 
结果 皮质下缺血性脑小血管病患者脑白质病变分级与外周血红细胞膜 Aβ 沉积量呈正相关

(r=0.573, p=0.000<0.05)。 
结论 皮质下缺血性 CSVD 患者脑白质病变程度越重，外周血红细胞膜 Aβ 沉积量越多，外周血

红细胞膜 Aβ 沉积量可以代表皮质下缺血性 CSVD 患者脑白质损害程度。 
 
 
PU-142 

大学生心理疾病污名及其与共情水平之间的关系 
 

梁颖诗,李杰 
武汉大学 

 
 
目的 调查大学生对心理疾病的污名程度，验证和探究心理疾病污名的三种成分间的关系，并尝

试分析共情水平对心理疾病污名的影响。 
方法 采用自评式问卷调查向 504 名大学生呈现某种心理疾病的案例，问卷主要由刻板印象（包

括危险性判断和意志薄弱推断）量表、情感反应（恐惧、愤怒和同情）量表、社交距离量表和

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等组成 
结果 1）对心理疾病危险性的判断与恐惧、愤怒、同情等情绪和社交距离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对案例人员的意志薄弱推断与愤怒情绪和社交距离之间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而与同情存在显

著的负相关。2）危险性判断可显著的正向预测恐惧、愤怒和社交距离。意志薄弱能显著的正向

预测愤怒和社交距离，显著的负向预测同情。（3）大学生总的共情水平与恐惧、同情间均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其中，观点采择水平与意志薄弱、愤怒、社交距离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与同情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共情关心水平与愤怒、社交距离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同

情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4）观点采择水平能分别显著的负向预测意志薄弱、愤怒情绪和社交

距离，且显著的正向预测同情；共情关心水平能分别显著的负向预测愤怒、社交距离，且显著

正向预测同情。 
结论 当大学生对患者是意志薄弱的这一刻板印象越强烈，那他们对患者的愤怒就越强烈，同情

就越弱，与患者的社交距离越大。当大学生对患者是危险的这一刻板印象越强烈，那他们对患

者的愤怒、恐惧就越强烈，与患者的社交距离越大。而共情水平影响了大学生对心理疾病的污

名态度：当大学生的观点采择水平越高，他们对患者是意志薄弱的这一刻板印象就越弱，对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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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愤怒越低，同情越强烈，与患者的社交距离也越小。当大学生的共情关心水平越高，他们

对患者的愤怒会越低，对患者的同情越强烈，与患者间的社交距离越小。 
基金项目：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 (113-413000004)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高

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PU-143 

悦纳疗法理论与操作构建 
 

邓云龙,周红桂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目的 发展本土心身干预或心理治疗方法 
方法 理论研究和实践检验 
结果 悦纳疗法是邓云龙教授基于 30 余年心理治疗临床经验，结合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和以儒

释道为主的中国文化研究出来的一种第三波认知行为疗法，用体验性改变策略补充直接的认知

说教性策略，旨在建立更灵活有效的应对方式 [1]。悦纳就是乐意不做判断或无分别地接纳但又

不执着，“物来则应，过去不留”，所以也叫悦纳无住。初步的临床实践和推广应用表明悦纳疗法

具有较广谱的心理障碍治疗效果和较好的本土文化适应性。 
悦纳疗法的理论主要包括：道生一：真实和谐是健康实质 [2]；一生二：悦纳进取，阴阳互生，

健康之用；二生三：痛苦、悦纳、进取三角理论模型，作为悦纳疗法的心理病理和治疗模型。

生存发展、最大可能地复制自身所携带的基因，这是人类进化的根本动力 [3]，其过程中受挫带

来痛苦是因为人们过往习得的无效应对方式所致 [4]，悦纳可弱化惯有无效应对方式的神经活动

痕迹 [5]，以降低面对负性刺激时的情绪反应 [6]，增强心理灵活性 [7]，回归进取之路，追求有意

义的生活。 
悦纳疗法的操作恰为四象八卦：“知己知彼，反应适当，真实和谐，悦纳进取”四句诀是治疗原则。

在该四句诀的指导下，悦纳疗法分为八步：了解自我，认识痛苦；检讨应对，开放接纳；觉照

无住，活在当下；明确价值，承诺行动。其中，了解自我、认识痛苦恰为知己知彼的详细内容；

检讨应对、开放接纳为反应适当的具体步骤；觉照无住、活在当下为真实和谐的体验之道；明

确价值、承诺行动又是悦纳进取的最终方向。 
此外，在这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治疗框架的基础上，四象八卦又可化为悦纳静功与悦纳动功，

与治疗原则一道贯穿于整个治疗过程，不仅用以来访者日常练习体验，将治疗融于生活，而且

在工作坊中以身体力行的方式来习得和推广。 
结论 悦纳疗法是源于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和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第三代认知行为疗法 
 
 
PU-144 

偏头痛患者述情障碍的相关研究综述 
 

吴彦敏,刘明,葛慈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目的 偏头痛作为神经内科常见疾病，其患病率较高，偏头痛患者合并情绪障碍的发病率亦高于

普通人群，而情绪障碍又可导致头痛的慢性化进程，二者相互关联、相互影响。而述情障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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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负向的人格特质，对情绪障碍的发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也被认为是心身疾病的素质因

素，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因此研究和识别偏头痛患者述情障碍可以改善偏头痛患者的生活质

量和预后。 
方法 偏头痛和情绪障碍本身都与遗传有关，多种神经递质参与偏头痛和情绪障碍的发生及预后，

其中最重要的是 5-羟色胺和多巴胺。而述情障碍患者由于其人格特点，使之不善于表达自己的

情绪体验，不善于用语言来描述自己的内心情绪感受，从而对不良情绪忽视、无法及时疏泄，

导致偏头痛症状的持续存在和加重。 
结果 偏头痛患者情绪障碍的治疗较单纯偏头痛患者更为复杂，在药物选择上既要选择对两种疾

病都有效的药物，又要避免治疗偏头痛药物加重情绪障碍。目前药物治疗主要以三环类抗抑郁

剂或 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类药物为主，治疗效果往往以消除疼痛和情绪症状

为主要评估目标，而往往忽略述情障碍作为情绪障碍的人格基础在其中的作用。 
结论 所以，非药物治疗尤其是心理治疗方法的开展尤为必要，通过心理治疗不仅能够帮助述情

障碍者学会正确认识自己与他人情绪情感状态，改善其认知水平，培养良好的应对方式，进而

减少相关情绪、行为问题，减轻述情障碍水平，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并改善其生活质量。 
 
 
PU-145 
认知行为疗法联合药物治疗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患者自杀意

念的疗效研究 
 

胡曼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认知行为疗法（CBT）联合药物治疗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患者自杀意念的疗效。 
方法 本研究对 2015 年 4 月至 2017 年 4 月在我院住院治疗的 100 例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有自

杀意念的患者进行研究。随机分为两组，研究组 50 例，对照组 50 例，两组均给予常规药物治

疗，研究组在常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联合 CBT，每周 2 次，每次 1 小时，治疗 8 周。分别于治

疗前、第 4 周末、第 8 周末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和自杀意念自评量表（SIOSS）
对治疗效果进行评分。 
结果 （1）两组患者治疗前 HAMD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4 周、8 周后两组

的评分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但研究组更明显（t1=2.170，t2=2.502；P<0.05）；（2）两组患

者治疗前 SIOSS 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治疗 4 周后两组的评分均有不同程

度的降低，但研究组更明显（t=3.782，P<0.01）；主要体现在绝望因子及睡眠因子（t1=2.290，
t2=2.239；P<0.05）；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差异更明显（t=4.051；P<0.01），主要体现在绝

望因子、睡眠因子及乐观因子（t1=2.890，t2=3.747，t3=2.201；P<0.05）。 
结论 CBT 联合药物治疗可以改善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睡眠质量，

减轻自杀意念，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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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6 
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同状态下脑网络效应连接的初步探索 

 
王怡君,王惠玲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探索精神分裂症患者工作记忆及静息状态下任务正激活网络（突显网络，额顶控制网络及

背侧注意网络）的效应连接。 
方法 用基于频谱的动态因果模型（spectral DCM, spDCM），对 42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及 43 例

正常对照患者任务激活差异区的相关网络进行效应连接分析。 
结果 在静息状态下，患者在背侧注意网络中的左侧额动眼区及额顶控制网络中的左侧顶上小叶

自连接减弱，而突显网络中的前扣带回到左侧额动眼区存在兴奋性激活增强；在任务状态下，

患者左侧额动眼区自连接减弱，额顶控制网络中的左侧额中回自连接增强。并且患者组在静息

和任务状态下均表现出表现出有诊断效应的有效连接与症状之间的相关性，以及任务状态下对

照组有诊断效应的有效连接与工作记忆成绩有相关性。 
结论 患者在不同状态下任务正激活网络均存在异常有效连接，并且这种异常的有效连接，可能

于精神分裂神经病理机制有关。 
 
 
PU-147 

预防老年痴呆住院患者跌倒的护理对策研究 
 

邬梅红 
宁波市精神病院 

 
 
目的 通过优质和全面的护理对策的实施，能有效地减少老年痴呆住院患者跌倒事件的发生，从

而达到改善老年痴呆住院患者生活质量和为公共医疗卫生资源“减负”的双重目标。 
方法 完善护理人员安全意识培训体系 优化患者的周边环境 及时全面的风险评估 提高患者预

防跌倒依从性 药物治疗宣教 
结果 达到改善老年痴呆住院患者生活质量和为公共医疗卫生资源“减负”的双重目标。 
结论 2013 年，我国老年痴呆患者总数约有 600 万，居世界首位，占全球患者的 1/4[24]。老年

痴呆是继肿瘤、心脏病、脑血管病之后引起老年人死亡的第四大病因 [25]，而跌倒又是老年痴呆

住院患者残疾和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必须针对老年痴呆这个特殊群体，采取综合有效

的护理措施，由医生、护士、家属、患者共同参与，将跌倒的发生率降低至最低。 
 
 
PU-148 

阿立哌唑对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的影响 
 

余斌,姜淑珍,杨远坚 
江西省精神病院 

 
 
目的 探讨阿立哌唑对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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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纳入 24 例使用阿立哌唑单一治疗的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 12
周后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估患者的精神症状，以连线测试 A（TMTA）、数

字符号编码测验（DSCT）、霍普金斯词语学习测验修订版（HVLT-R）和 Stroop色词测验（SCWT）
等认知评估工具进行神经心理测验，并与健康对照人群进行比较。 
结果 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 TMTA、DSCT、BVMT-R 和 SCWT 等认知测试的成绩显著

差于健康对照组（P < 0.05）；经阿立哌唑治疗 12 周后，患者认知测试成绩均有不同程度的改

善，与治疗前相比有统计学差异（P < 0.05）。 
结论 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信息处理速度、词语学习和工作记忆等方面的认知功能损

害，而阿立哌唑对患者的认知功能具有显著改善作用。 
 
 
PU-149 

综合医院消化内科住院患者抑郁现状 及影响因素研究. 
 

李明,熊鹏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综合医院消化内科功能性消化不良、肿瘤、溃疡性结肠炎、急性胰腺炎和胃溃疡住院

患者抑郁现状，分析导致此类患者抑郁的影响因素。为帮助消化内科医生早期识别住院患者抑

郁状态，早期干预，从而提高治疗效果。 
方法 本研究采用现场问卷调查方法收集资料。选取昆医附一院消化内科 216 名 18 岁以上功能

性消化不良、肿瘤、溃疡性结肠炎、急性胰腺炎和胃溃疡住院患者，1 对 1 面对面问卷调查。

采用社会支持量表（SSRS）、抑郁量自评量表表（SDS）和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QOL-BREF）。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从社会支持和生活质量 2 方面比较是否存在抑郁状态患者的评分差异，单

因素方差分析明确各因子对抑郁发生的影响作用。 
结果   本次调查共 216 人，男性 111 人，女性 105 人。其中 SAS 标准分≥53 分者 141，占总

调查人数的 65.3%；其中有抑郁症状的男性患者 51 人，占所有男性的 45.9%；女性 90 人，所

有女性的 85.7%;研究对象中城镇居民 101 人，占 46.8%；农村人口 115 人，占 53.2%；其中

处于抑郁状态患者中城镇居民 59 人，农村居民 82 人，占全体城镇、农村居民的比例为 58.4%
和 71.3%。 
  有抑郁症状患者客观支持得分为（10.72±2.73）分，主观支持得分（17.33±3.81）分，支持利

用度得分为（6.19±1.74）分和支持总得分为（34.24±6.61）分。生理领域得分为（11.45±1.93）
分，心理领域得分（11.08±1.79）分，社会关系领域得分为（12.40±1.91）和环境领域得分为

11.03±1.82）。 
  对影响抑郁状态的因子进行单因素分析，性别、常驻地、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

支持总分、生理领域、心理领域、社会领域、环境领域与患者抑郁状态的发生显著相关(P<0.05)。 
结论 综合医院消化内科住院病人抑郁症状发生比率较高，抑郁症状组社会支持、生存质量评分

也较无抑郁组低，应引起关注。性别、常驻地、社会支持情况是综合医院消化内科住院患者抑

郁症状发生的影响因素；躯体疾病严重程度是有抑郁症状患者社会支持、生存质量评分高低的

可能影响因素。针对以上各影响因素，医务人员、病患家属可采取积极措施来减轻病人抑郁情

绪。同时加强消化内科医师精神科相关知识积累，在日常诊疗中能甄别病患抑郁情绪并在必要

时能对其进行专科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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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0 
皮质下缺血性脑小血管病患者认知功能受损特征的临床研究 

 
万亚会,刘蕾,薛蓉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探讨皮质下缺血性脑小血管病(Cerebral Small Vessel Disease,CSVD)患者的认知功能受

损特征。 
方法 连续纳入 2015 年 5 月~2016 年 5 月就诊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内科门诊或病房住院

的 77 例皮质下缺血性 CSVD 患者（CSVD 组）为研究对象，选择同期于健康体检中心查体或

病房住院的 90 例无认知功能障碍且头 MRI 正常者为健康对照组(HC 组)，对患者的基本信息、

临床资料进行登记；应用认知量表(MMSE、MoCA)评估患者的认知功能受损特征。分析比较：

1、皮质下缺血性 CSVD 患者与健康对照组认知相关量表得分的差异；2、皮质下缺血性 CSVD
认知功能受损不同程度患者即 VD 组、VCIND 组、NC 组三组间认知相关量表得分的差异。 
结果 MMSE 评分结果显示 VD 组、VCIND 组、NC 组三组 MMSE 总分、计算力、延迟回忆、

语言能力得分依次降低，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定向力及记忆力得分显示，VD 组与

VCIND 组、VD 组与 NC 组之间得分有统计学差异，VCIND 组与 NC 组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MOCA 评分结果显示：VD 组、VCIND 组、NC 组三组 MOCA 总分、视空间与执行功能、语言、

抽象、延迟回忆得分依次降低，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VD 组与 VCIND 组，VD 组与

NC 组命名、注意、定向得分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VCIND 组与 NC 组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结论 皮质下缺血性CSVD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特点为早期即出现语言能力、视空间与执行功能、

计算力、抽象、延迟回忆能力受损，在认知功能障碍较严重阶段才出现定向力、即刻记忆及命

名能力的损害。 
 
 
PU-151 
食道癌伴抑郁患者脑电图变化与额叶认知功能损害关联研究 

 
曹音,周先举,陈霞,谢恵,胡莉钧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食道癌伴抑郁患者脑电图变化和额叶认知功能损害及其两者的关系 
方法 对 65 例食道癌伴抑郁患者（研究组）和 62 例正常对照组均进行额叶认知功能评定和脑

电图检查，同时研究组分为有和无精神病性症状组(PD 组和 NPD 组)，采用贝克抑郁自评量表

和简明精神病量表评估患者的临床症状。 
结果 （1）研究组和 PD 组分别与对照组相比， stroop 测验、数字颜色连线得分均显著延长，

言语流畅性成绩均显著减小； NPD 与对照组相比，stroop 测验、数字颜色连线得分均显著延

长；PD 组与 NPD 相比, stroop 测验、数字颜色连线得分显著延长；（2）研究组、PD 组和 NPD
组分别与对照组相比，α 波前移，α 波不对称，α 波慢化，额区 θ 波增加，脑电异常率均有统

计学意义；研究组、PD 组与对照组相比，α 波慢化均有统计学意义；PD 与 NPD 相比，α 波
前移，α 波不对称，α 波慢化有统计学意义。（3）控制贝克抑郁评分后，PD 组 α 波前移，α 
波不对称与言语流畅性得分负相关，与数字颜色连线、Stroop 测验均正相关； NPD 组 α 波不

对称与数字颜色连线得分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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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食道癌伴抑郁患者的额叶认知功能损害与脑电图变化相关。 
 
 
PU-152 

睡眠和记忆的巩固的研究与梦的形成机制探讨 
 

毛永军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梦的形成机制，探讨梦的心理学意义，以期形成梦的假说，期望能够对释梦有所帮助。 
方法 睡眠、做梦和记忆的巩固的研究进展并以其为基础对梦的形成机制做进一步探讨。 
结果 睡眠有记忆巩固的功能。不同类型的记忆似乎是在不同的睡眠阶段得到巩固的，REM 睡

眠对程序记忆巩固和一些情感信息特别重要，而非快眼动睡眠，特别是慢波睡眠对外显记忆和

情节记忆的巩固特别重要。慢波睡眠对词语作业和空间作业都很重要。睡眠中的记忆的巩固是

通过记忆重演实现的。情节记忆和语义记忆系统都在睡眠期间重演。睡眠中海马结构和新皮质

结构进行信息交流，实现短期记忆向长期记忆的转化。虽然梦的成份常常来源于觉醒事件的记

忆，但并不一定是实际上的觉醒事件在头脑中被重演。但这种重演可以导致兴奋的扩散，形成

联想。梦境是近期记忆重演导致的自由联想，在睡眠中兴奋的传播不同于清醒状态有高度的秩

序性，即心理活动不受意志调解或控制，因此产生了最为自由的联想。梦构建的基础具有多源

性，许多近期记忆均可同时成为自由联想的起点，产生所谓缩合现象。梦中的联想的是逆抽象

或形象化过程，梦中的联想的途径取决于旧的记忆。多源自由联想假说可以解释许多梦的属性。 
结论 梦的形成是睡眠中记忆重演因兴奋扩散导致的多源性自由联想所形成的表象。 
 
 
PU-153 

双心医学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朱宁 
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Psychocardiology，顾名思义即心理心脏学，源于 1985 发表在美国心身医学杂志的一文：

Psychocardiology: Meeting place of heart and mind。胡大一教授 1995 年在朝阳医院首次赋予

“双心医学”的命名，20 几年过去了，“双心医学”从鲜为人知变为人人皆知，为心血管医生所用，

为患者所接受，造福于广大心血管疾病患者。 
方法 论述 
结果 昨天：记得我院心脏外科医生会对非常成功做完心脏手术的患者说，找朱大夫去吧，您的

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啦！这是一些心脏术后半年、一年的患者，仍然因为各种各样的与手术有关、

无关的不舒服反复找心脏外科医生，而各项检查均无异常。外科大夫对这些“难缠”的患者毫无办

法，而患者确实痛不欲生。有相当数量的“doctor shopping”（逛医）患者。当被告知有焦虑、抑

郁时会矢口否认甚至暴跳如雷，绝对拒绝接受心理治疗或服用抗焦虑、抑郁的药物。 
今天：中华心血管病杂志发布了《心血管病患者精神心理处方中国专家共识》。这些年有关“双
心医学”的讲座、培训和书籍均受到广泛欢迎，常常得到未曾料到的共鸣，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医患双方都发现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甚至心力衰竭与焦虑、抑郁呈双向相关，相互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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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又常混做一团，对预后造成恶性循环。给予适当抗焦虑、抑郁的治疗以及心理治疗后往

往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解决了患者长期的苦不堪言痛苦的医生被称为“神医”。 
结论 明天：心脏内科、心脏外科的医生都能够识别、熟练处理“双心”疾病。重视基于国人的原

创研究。强调非精神心理科的心血管医生都学习精神心理学的常识，从而更好理解患者的病痛，

尊重患者的感受，减少不必要的高成本无效诊疗和过度治疗，促进医患和谐。研发出符合我国

种族文化特性的问卷，发发掘有效的中医药物，制定出科学的、基于我国自己特色的双心临床

实践的指南或共识。 
 
 
PU-154 

大学生心理疾病污名及其与共情水平之间的关系 
 

梁颖诗,李杰 
武汉大学 

 
 
目的 调查大学生对心理疾病的污名程度，验证和探究心理疾病污名的三种成分间的关系，并尝

试分析共情水平对心理疾病污名的影响。 
方法  采用自评式问卷调查向 504 名大学生呈现某种心理疾病的案例，问卷主要由刻板印象（包

括危险性判断和意志薄弱推断）量表、情感反应（恐惧、愤怒和同情）量表、社交距离量表和

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等组成。 
结果 1）对心理疾病危险性的判断与恐惧、愤怒、同情等情绪和社交距离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对案例人员的意志薄弱推断与愤怒情绪和社交距离之间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而与同情存在显

著的负相关。2）危险性判断可显著的正向预测恐惧、愤怒和社交距离。意志薄弱能显著的正向

预测愤怒和社交距离，显著的负向预测同情。（3）大学生总的共情水平与恐惧、同情间均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其中，观点采择水平与意志薄弱、愤怒、社交距离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与同情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共情关心水平与愤怒、社交距离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同

情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4）观点采择水平能分别显著的负向预测意志薄弱、愤怒情绪和社交

距离，且显著的正向预测同情；共情关心水平能分别显著的负向预测愤怒、社交距离，且显著

正向预测同情。 
结论 当大学生对患者是意志薄弱的这一刻板印象越强烈，那他们对患者的愤怒就越强烈，同情

就越弱，与患者的社交距离越大。当大学生对患者是危险的这一刻板印象越强烈，那他们对患

者的愤怒、恐惧就越强烈，与患者的社交距离越大。而共情水平影响了大学生对心理疾病的污

名态度：当大学生的观点采择水平越高，他们对患者是意志薄弱的这一刻板印象就越弱，对患

者的愤怒越低，同情越强烈，与患者的社交距离也越小。当大学生的共情关心水平越高，他们

对患者的愤怒会越低，对患者的同情越强烈，与患者间的社交距离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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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5 
阿司匹林抵抗的性别差异与脑梗死患者血小板糖蛋白基因多

态性的相关性研究 
 

吴勇 
绵竹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阿司匹林抵抗的性别差异与脑梗死患者血小板糖蛋白基因多态性之间的关系 
方法 采用临床阿司匹林抵抗及生化阿司匹林抵抗相结合的方法，选取绵竹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住院治疗的规律服用阿司匹林（75-150mg/天）脑梗列患者，行出血时间检测，如果出血时间延

长≤2SD 则纳入研究组，一共 45 例（男 25 例，女 20 例，男性平均年龄 71.48±7.49 岁，女性

平均年龄 73.26±0.74 岁），每位患者均行体重、血糖、血脂、尿酸、血常规、尿 11-去氢-血栓

素 B2(11-DH-THB2)深度等指标。聚合酶联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PCR-RFLP）方法确

定血小板糖蛋白（GP）IIIaleu33Pro 基因位点多态性 
结果 1.阿司匹林抵抗脑梗死男性患者的抽烟、饮酒比例、尿酸浓度较女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2.两组间 GP IIIaleu33Pro 基因型及等位基因的分布无差异 
结论 1.阿司匹林抵抗的性别差异可能与两者在抽烟、饮酒、尿酸浓度等方面的差异有关。2.GP 
IIIa leu33Pro 基因多态性与阿司匹林抵抗的性别差异无相关性 
 
 
PU-156 

肠道微生物与情感障碍 
 

王红星,王玉平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目的  “十三五”科技部重点研发项目(No.2017YFC1310001),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No.17JG0022),北京市医管局培育项目(PX201706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8177070367) 
最新研究显示通过改变肠道微生物能够影响大脑的生理、行为和认知功能。虽然肠道微生物与

大脑轴的确切机制尚未被完全理解和阐明，但是有关动物和人的大量证据显示肠道微生物可以

通过激素、免疫因子和肠道细菌产生的代谢产物对大脑发育、行为产生和认知功能起重要作用，

提示通过调节肠道微生物可能能够改善乃至治疗大脑疾病。 
动物研究显示，肠道微生物在焦虑抑郁以及常见情感障碍的单胺类递质的合成中起着重要作用，

提示，肠道微生物对于情绪情感的调整作用独特。肠道微生物与大脑间的影响是相互双向作用，

肠道微生物在肠道微生物-大脑轴中能够作为便捷的可调节因素(即自变量)，对大脑的效应和影

响可看作为因变量，这为我们通过改变大脑以外的靶器官来治疗大脑疾病提供了可能。 
本内容从神经免疫、神经内分泌、神经解剖等多种角度分析肠道微生物对情感障碍的效应以及

潜在的应用前景，为开辟新的治疗途径和方式提供新选择。 
方法 -- 
结果 - 
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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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7 
艾司西酞普兰对抑郁症患者凝血功能的影响 

 
沈仲夏,沈鑫华,章晓梅,蔡敏,耿松,张振,杨胜良 

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艾司西酞普兰对抑郁症患者凝血功能的影响从而为进一步研究其他抗抑郁药对患者

凝血功能的影响以及相关危险因素进行预实验。 
方法 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 108 例符合 ICD-10 抑郁发作诊断标准的抑郁症患者，所有研

究对象接受可变剂量艾司西酞普兰抗抑郁治疗，治疗前及治疗后 4 周分别测定患者凝血酶原时

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时间(TT)、纤维蛋白原(FIB)，比较治疗前后凝

血功能的变化。凝血酶原时间正常对照 11.4 秒，超过 3 秒定义为异常。 
结果 4 周末 95 例完成研究（退出研究 10 例，失访 3 例），其中男性 38 例、女性 57 例，年

龄（38.5±12.1）岁，病程（29.8±9.3）月，基线 HAMD 评分（21.8±3.4）分、治疗后 HAMD 评

分（9.1±3.3）分，有效 80 例，无效 15 例。治疗前抑郁症患者 PT（11.14±1.22）秒小于正常

对照 11.4 秒（u=2.0772，p=0.0378），治疗后患者 PT（11.66±1.41）秒高于正常对照，但是

没有显著性差异（u=1.7973，p=0.0723）。治疗前后 PT 时间超出正常对照 3 秒研究对象 0 例。

治疗后抑郁症患者 PT、APTT、TT 均较治疗前显著升高（P<0.05），治疗后 FIB 显著下降

（P<0.05）。治疗后女性患者 PT、TT 增加值显著高于男性患者（P<0.05），同时女性患者 FIB
下降值显著高于男性患者（P<0.05），两者 APTT 下降值没有显著差异（P>0.05）。治疗后有

效组患者 PT、TT、APTT 增加值以及 FIB 下降值与无效组患者相比均没有显著差异（P>0.05）。
研究过程中 1 例女性患者出现上消化道出血症状。 
结论 艾司西酞普兰抑郁抑郁症患者的凝血功能，延长患者的凝血时间，从而可能增加抑郁症患

者的出血风险，对女性患者影响更为明显。如果本研究结果能够得到更多高质量研究的证实，

将有可能起到早期预警的作用从而减少抑郁症治疗中出血不良事件的发生。 
 
 
PU-158 

MECT 对原发性顽固失眠症的疗效观察 
 

杨文君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观察 MECT 对原发性顽固性失眠症的临床疗效 
方法 我院心身疾病科住院的诊断为顽固性失眠症患者 62 例，随机分为 2 组，观察组给予催眠

药物基础上使用 MECT 治疗，对照组给予催眠药物，于治疗前和治疗后的 1 周，2 周，4 周，

8 周、12 周，24 周采用匹森堡睡眠质量指数，多导睡眠监测评估患者主观及客观睡眠质量。 
结果 结果：治疗结束后 6 个月进行疗效评估，痊愈，显效，差效，无效作为临床治疗效果的评

估；观察组和对照组匹森堡睡眠质量指数，多导睡眠监测评估差异有统计学意 
结论 MECT 对顽固性失眠症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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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9 
女性抑郁症中医体质特征与神经内分泌相关研究 

 
梅妍 1,郝俏也 2,黄立芳 3,顾石松 1,邢未未 1,孙媛 1,马晓燕 1 

1.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2.天津中医药大学 

3.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女性抑郁症患者的中医体质特征，发现易患病体质；分析女性抑郁症不同严重程度的

神经内分泌指标差异；探索中医体质与神经内分泌相关性，探讨中医体质的神经内分泌基础。 
方法 收集 2015 年 9 月至 2017 年 4 月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心身疾病科就诊的抑郁症

患者 192 人为实验组，及同期健康患者家属或志愿者 192 名为对照组。所有受试者于就诊（或

陪诊）日进行中医体质调查、并对实验组中 104 名女性抑郁症进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评分、神经内分泌指标检测。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气郁质、气虚质比例更高。男性患者阴虚质、湿热质多于女性患者；

女性患者气虚质、阳虚质、痰湿质多于男性患者；健康男性的痰湿质、湿热质高于健康女性；

健康女性阳虚质高于健康男性；男性患者阴虚质、气郁质比例明显高于健康男性；女性患者气

虚质、痰湿质、气郁质比例高于健康女性。45 岁以下患者湿热质比例较 45 岁以上增多；45 岁

以下健康人气郁质增多；45 岁以上患者与同年龄段健康人相比，气郁质比例增加。随着年龄的

增加 E2 水平下降；与 45~55 岁组相比 56~65 岁组 CORT 升高。中重度抑郁 ACTH、CORT 较

轻度、中度抑郁升高；TT3、TT4、FT3 较轻度、中度抑郁下降，FT4 较轻度抑郁下降。阳虚质

与 CORT 呈低度负相关；痰湿质与 CORT 呈低度正相关；湿热质与 CORT 呈低度正相关；血

瘀质与 E2 呈低度负相关；气郁质与 ACTH 呈中度正相关，与 CORT 呈低度正相关。 
结论 气郁质、气虚质是抑郁症的易患病体质。气虚质、痰湿质是女性抑郁症的特征体质；阴虚

质是男性抑郁症的特征体质；随着抑郁症严重程度的增加 ACTH、CORT 逐渐升高；TT3、TT4、
FT3、FT4 逐渐降低，TSH 有降低的倾向；E2 水平无明显改变，尽管均是在临床正常范围内的。

HPT 轴功能下降，可能是由 HPA 轴持续亢进导致的；女性抑郁症中医体质与 HPA 轴关系较密

切，阳虚质与 HPA 轴呈负相关，痰湿质、湿热质、气郁质与 HPA 轴呈正相关。血瘀质与 E2 呈

负相关。 
 
 
PU-160 
心理护理联合生物反馈治疗对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患者应

对方式、焦虑、抑郁干预的预研究 
 

黄辛 1,孙华 2 
1.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2.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心理护理联合生物反馈治疗对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IVF-ET）患者的应对方式、

焦虑及抑郁状况进行干预，探讨干预的效果，为寻求改善其心理状况的干预方法提供参考和依

据。 
方法 选取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1 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中心行 IVF-ET 术进

入降调阶段的 66 例女性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n=33）和研究组（n=33）,对照组实施常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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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研究组实施心理护理联合生物反馈治疗。干预过程中对照组因客观因素脱失 3 例，研究

组因客观因素脱失 3 例，主观因素脱失 14 例，将研究组因主观因素脱失 14 例纳入因主观因素

脱失组。在干预前、干预后 2 周、干预后 6 周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医学应对问卷（MCMQ）、

汉密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对研究组（n=16）和对照组（n=30）
进行调查，分析干预效果。因主观因素脱失组（n=14）干预前调查同研究组，干预后进行 IVF-
ET 治疗的相关资料收集，分析脱失原因。 
结果 （1）对照组流产次数与 HAMA 总分、HAMD 睡眠障碍因子分正相关（P＜0.05）；研究

组年龄与 MCMQ 屈服因子分、HAMD 睡眠障碍因子分正相关，婚龄与 MCMQ 面对因子分负相

关（P＜0.05）；因主观因素脱失组流产次数与 MCMQ 回避因子分、HAMA 总分、HAMD 总
分正相关（P＜0.05）。 
（2）研究组 MCMQ 回避因子分，HAMA 总分及精神、躯体因子分，HAMD 总分及焦虑/躯体

化、认识障碍、迟缓、睡眠障碍、绝望感因子分在干预后 2 周和 6 周低于干预前，在干预后 6
周低于干预后 2 周（P＜0.05）；对照组 HAMA 总分在干预后 6 周低于干预前、干预后 2 周，

HAMA 精神因子分在干预后 6 周低于干预后 2 周（P＜0.05）。 
（3）对照组、研究组与因客观因素脱失组的妊娠率、移植率、优胚数目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1） IVF-ET 患者应对方式、焦虑、抑郁状况与流产次数、年龄及婚龄等因素相关。 
（2）单一的心理护理能改善 IVF-ET 患者的焦虑状况，心理护理联合生物反馈治疗对促进 IVF-
ET 患者采用成熟的应对方式，改善其焦虑、抑郁水平等方面效果优于单一的心理护理。 
（3）单一的心理护理及心理护理联合生物反馈治疗对改善 IVF-ET 患者的妊娠率及优胚数目效

果不显著。 
（4） IVF-ET 患者的心理研究脱失率较高，不孕类型、婚龄、应对方式可能为影响脱失的相关

因素。 
 
 
PU-161 

情绪性躯体症状中医证候特点及药物干预对照研究 
 

梅妍 1,杨曼 2,黄立芳 3,顾石松 1,孙媛 1,马晓燕 1 
1.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2.天津中医药大学 
3.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依据心身医学基本理论，明确情绪性躯体症状的中医证型与特点，观察心舒 1 号联合抗抑

郁药治疗情绪性躯体症状疗效的疗效。 
方法 采用聚类分析的统计方法对情绪性躯体症状患者的中医证候进行判定分型；将 66 例情绪

性躯体症状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组给予心舒 1 号方联合新型抗抑郁药治疗，对

照组只给予抗抑郁药治疗，每组各 33 人。治疗后 2、4、8 周末以 WCPA 临床躯体症状分类量

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14）评分判定疗效，并记录

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①中医证型分别为胆热痰扰证、脾肾两虚证、肝郁痰结证、心脾两虚证、肾阳虚证、血瘀

气滞证、精亏血虚证、肝郁痰火证、胆郁痰扰证，主要累及脏腑有肝胆、脾、肾、心等，主要病

理因素有气滞、痰结、气虚、阳虚、阴虚、血瘀等。②两组治疗后躯体症状得分及 HAMA、HAMD
得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实验组 4 周末的躯体症状改善优于对照组，8 周末显著优于对照组。

实验组 4、8 周末的 HAMA、HAMD 改善情况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实验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

对照组，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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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中医证候特征涉及多脏腑，与肝胆、脾、肾、心关系最密切，病性特征以实证居多，以心

舒 1 号合并新型抗抑郁药治疗情绪性躯体症状临床疗效更明显。 
 
 
PU-162 

皮质下缺血性脑小血管病患者情绪改变的临床研究 
 

万亚会,刘蕾,薛蓉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探讨皮质下缺血性脑小血管病(Cerebral Small Vessel Disease,CSVD)患者的情绪状况改

变。 
方法 连续纳入 2015 年 5 月~2016 年 5 月就诊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内科门诊或病房住院

的 77 例皮质下缺血性 CSVD 患者（CSVD 组）为研究对象，选择同期于健康体检中心查体或

病房住院的 90 例无认知功能障碍且头 MRI 正常者为健康对照组(HC 组)，对患者的基本信息、

临床资料进行登记；应用情绪量表(PHQ9)评估患者的情绪状况；分析比较以下指标：1、CSVD
组患者与 HC 组情绪量表得分的差异；2、CSVD 组认知功能受损不同程度即 VD、VCIND、NC
三组患者情绪量表得分的差异； 
结果 CSVD 组患者 PHQ9 抑郁量表得分高于 HC 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3<0.05)。
VD 组、VCIND 组、NC 组三组间 PHQ9 得分依次降低，且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皮质下缺血性 CSVD 患者容易合并抑郁状态。 
 
 
PU-163 
皮质下缺血性脑小血管病患者情绪改变与脑白质病变分级相

关性的临床研究 
 

郭丹,刘蕾,薛蓉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探讨皮质下缺血性脑小血管病(Cerebral Small Vessel Disease,CSVD)患者情绪改变与脑

白质病变分级的相关性。 
方法 连续纳入 2015 年 5 月~2016 年 5 月就诊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内科门诊或病房住院

的 77 例皮质下缺血性 CSVD 患者（CSVD 组）为研究对象，选择同期于健康体检中心查体或

病房住院的 90 例无认知功能障碍且头 MRI 正常者为健康对照组(HC 组)，对患者的基本信息、

临床资料进行登记；应用情绪量表(PHQ9)评估患者的情绪状况。根据 Aharon-Peretz 白质病变

分级标准对患者白质病变程度进行分级。分析比较皮质下缺血性 CSVD 患者情绪量表得分与脑

白质病变分级的相关性。 
结果 皮质下缺血性 CSVD 患者 PHQ9 得分与脑白质病变分级呈正相关(r=0.052,p=0.026)。 
结论 皮质下缺血性 CSVD 患者脑白质病变程度越重抑郁状态程度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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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4 
血清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与帕金森病抑郁症状相关性研究 

 
冯耀耀,张长国,陈静,张强春,周胜华 

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帕金森病(PD)患者血清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水平及与抑郁症状的相关性。 
方法 30 名 PD 患者及 30 名年龄、性别、体重指数相匹配的对照组入选本次研究。使用 Beck 
抑郁量表评估两组抑郁症状，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两组血清血管紧张素(Ang)I、II、（1-7）及血

管紧张素转化酶（ACE）、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II（ACEII）水平。 
结果 PD 患者血清 Ang I、Ang II 及 Ang- (1–7)低于对照组（P 均<0.05），两组 ACEI、ACEII
无统计学差异，而在 PD 组中， Beck 抑郁评分与 (Ang)I 、 II 、（ 1-7 ）有相关性

（rho=−0.508, −0.486, −0.445；P=0.004,0.006,0.014）。 
结论 PD 患者中血清 Ang I、Ang II 及 Ang- (1–7)水平减低，且与抑郁症状有相关性。 
 
 
PU-165 

思维导图在肾脏穿刺活检术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袁玲,余卫卫,于静,韩丽娟,李月,刘丽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 探讨思维导图在贯穿肾穿刺活检术全过程（术前，术中，术后）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方法 80 例肾脏穿刺活检术患者，以随机原则将其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40 例。对照组予以

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思维导图的护理措施。观察两组护理前后患者抑郁、

焦虑以及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 观察组护理后患者抑郁评分为 (27.56±3.02) 分 ，焦虑评分为 (28.79±3.11) 分，低于对

照组的 (42.41±3.26)、(43.98±3.61)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为 
5.00%，低于对照组的 2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肾脏穿刺活检术患者应用手术前后思维导图式护理措施，可明显改善其不良心理，帮助手

术顺利实施，同时在降低并发症发生风险方面意义重大，值得进一步推广使用。 
 
 
PU-166 

朱婉华教授益肾蠲痹法辨治纤维肌痛综合征经验钩沉 
 

张侠福,蒋恬,何峰,顾冬梅,沙滨,孙飞虎,朱婉华 
南通良春中医医院 

 
 
目的 总结朱婉华教授运用益肾蠲痹法治疗纤维肌痛综合征经验。 
方法 从病因病机、证治思路及用药、医案举隅等方面论述益肾蠲痹法辨治纤维肌痛综合征的思

想体系及临床诊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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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朱婉华教授益肾蠲痹法辨治纤维肌痛综合征，突显以人为本，调和心身，标本兼治，具有

独特疗效，值得推广应用。 
结论 朱婉华教授益肾蠲痹法辨治纤维肌痛综合征，突显以人为本，调和心身，标本兼治，具有

独特疗效，值得推广应用。 
 
 
PU-167 

经颅磁对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影响的 Meta 分析 
 

王兴,潘奕 
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经颅磁治疗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功能影响进行 Meta 分析，以期为临床治疗提供更可靠的循

证医学证据 
方法 实验组采取经颅磁联合其他疗法，对照组采取西药治疗或其他治疗方法。用威斯康星卡分

类测验(WCST)进行评估，利用 revman5.2 分析经颅磁刺激治疗对抑郁症患者 WCST 的影响 
结果 经颅磁刺激治疗对抑郁症患者 WCST 评分中正确反应数、完成分类数两项指标明显改变，

且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本 Meta 分析纳入的多数研究认为，经颅磁刺激治疗能改善抑郁症患者的正确应答数，完

成分类数有统计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患者的认知能力。 
 
 
PU-168 
舒肝解郁胶囊联合舍曲林在改善产后抑郁患者的抑郁状态及

生活质量的临床效果研究 
 

戴红,吴杰,费锦锋,宋宝华 
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舒肝解郁胶囊与舍曲林联合治疗产后抑郁症（PPD）患者，对改善其产后抑郁状态和

生活质量影响的临床效果研究 
方法 回顾性选取于我院接受诊治的产后抑郁症患者的 72 例，随机平均分为两组，每组 36 例

患者，分别给予不同的用药方案，对照组患者选用常规治疗药物舍曲林，研究组在对照组用药

基础上，联合舒肝解郁胶囊共同治疗。以治疗 6 周为观察期，分析比较两组患者入院时、治疗

后 4 周和 6 周后的汉米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副反应量表（TESS）和生活质量指数量

表评分（QL—Index）的差异 
结果 经过治疗后，研究组 HAMD、副反应量表（TESS）及 QL—Index 评分分别为(0.92±0.58)、
(1.36±0.46)、(7.83±1.68)结果显著优于常规组的评分，依次为为(1.67±0.43)、(2.48±0.72)、
(6.79±1.24)， (P 均＜0.05)。 
结论 产后抑郁症患者通过舒肝解郁胶囊与舍曲林联合治疗后，抑郁状态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并

且不良反应小，对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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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9 
整合医学的实践途径—四全诊疗模式 

 
邓云龙,马鑫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目的 探索医学实践的发展途径 
方法 综述 
结果 为适应现代医学的转型需要，2012 年樊代明院士等人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整合医学

的概念 [2]。近年来，整合医学的理论体系得以不断完善，给现代医学的转型带来了革命性变化

的可能 [1]。 
但是如何把整合医学的“星星之火”做大做强，如何把“整合”的理念融入每一位医生的临床实践，

让每一位患者都切身感受到“整合”的红利，这些问题仍需要每一位致力于整合医学发展的学者

和医生努力。邓云龙教授提出的“全心身、全通道、全昼夜、全过程”的诊疗模式可能是一个很好

的选择。 
健康的实质是个体应对环境和自身应激与变化时不断调节和适应产生的动态平衡，包括内稳态

的维持及与环境的和谐共处，即是一个真实和谐的状态；健康又是个体不断积极地调节和适应，

以应对自身和外界经历的挑战，完成不同阶段的任务，最终实现基因最大和最好的复制过程，

即是一个悦纳进取的过程 [3]。这种心身一体的健康观也应是整合医学“医学观”的实质。 
整合医学贵在整合、赢在整合,但是也难在整合。我们认为要让整合医学落地，关键看两个维度：

一个是横向的“全心身、全通道”维度；一个是纵向的“全昼夜、全过程”维度。 
全心身是四全诊疗模式的世界观，是整合医学“整体观”的体现。 
人是一个有机的心身一体的整体，应从心身一体的基本立场出发，考察人类所有的健康和疾病

问题。 
全通道是四全诊疗模式的方法论，是整合医学“整合观”的展现。 
人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同样融入了社会、环境系统之中，组成了一个生物-心理-社会的开放系

统，在系统之中时时刻刻在进行着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全通道就是要把这些途径都利用

起来进行诊疗。 
纵向来看，四全诊疗模式要求“全昼夜、全过程”。 
全昼夜诊疗即我们的诊疗应根据疾病和病人的昼夜变化节律特点进行。 
“全过程”的“过程”指的是更广义的生命周期。全过程是要求对患者全程关爱，这不仅是从医院到

社区最后到家庭医疗服务的无缝衔接，还包括患者成长过程中生理、心理、社会功能的健康发

展。 
结论 整合医学“贵在整合，难在整合”。而四全诊疗模式一方面能完整体现整合医学的理论和理

念要求，一方面又是一套系统、可行、规范的操作纲领，是整合医学实践的理想途径。 
 
 
PU-170 

边缘型人格特质青少年的自残行为初探 
 

陈旭,周波 
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在边缘型人格特质的青少年患者中，自残行为是一种普遍而严重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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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文对边缘型人格特质青少年的自残行为的实证研究进行了综述。选择了相关的文献有

23 篇,包括患者的自我报告，自残的现象学描述，对自残功能的理论研究，以及自残的文化蔓延

现象和纵向实验研究。 
 
结果 边缘人格特质青少年的自残行为通常有冲动性、有优势伤害自己的方式、多种理论模型解

释其功能、有由交往间的感染引起的因素、受社会文化正强化的影响、有早年创伤经历等显著

预测因子。 
 
结论 边缘型人格特质青少年的自残行为有其特点，是危险且令人担忧的普遍问题，给临床治疗

带来了挑战。 
 
 
PU-171 
肺动脉高压患者的焦虑有时与医生的态度相关 ——记一次肺

动脉高压患者的访谈 
 

朱宁 
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肺动脉高压患者的检查及医药费用特别昂贵，预后特别差。因此大家认为肺高压患者出现

焦虑抑郁情绪很正常，他们焦虑抑郁的原因都是上述原因吗？ 
方法 访谈 
结果 朱宁：您们真是挺难的，才 40 刚出头就无法工作，不能出门，您一定焦躁、郁闷，心情
很不好是吧？ 
王浏影：有病那是没办法，得认命。确诊初期焦虑是肯定的，一段时间后再焦虑多半不是因为

得了这个病，而是主要焦虑在治疗意见不统一，病情越来越严重，医生又不解释清楚。协和医

院的医生不建议吃肺动脉高压靶向药，建议服用激素治疗原发病。阜外的医生要求立刻停掉激

素，必须服用肺高压靶向药，不能吃华法林，要吃阿派沙班。当问起为什么呢？回答是：“和你

说不清楚，也没时间说。” 靶向药和激素药是否使用很关键，这时候我不知如何是好，流着眼泪

离开了门诊！ 
朱宁：看来治疗是一方面，医生的态度对患者的治疗及转归起到很大作用。 
王浏影：我记得在医院门诊排队时结识了一位蓝唇（肺动脉高压病）病友，我们见面如同亲人，

病友说：“医生给我开了抑郁症的药，花了好几百，我不是抑郁症，我的钱白花了！”想想我也有

同样的经历，记得住院期间我问管床大夫很多问题，她没一一解答清楚，却给我添加了抗抑郁

症的药，我把药偷偷扔掉没吃。协和医生也说看我的指标并不严重，问这么多问题，就是心理

有问题。我很委屈无助！通过与众多医生打交道，我感觉大部分医生只看检查指标的高低，不

会用心听患者描述身体发生的变化，也不直面准确的回答患者的疑问或解决方案，导致患者相

同的问题反复问，医生就此断定患者是生病后抑郁焦虑。 
结论 朱宁：肺动脉高压仍然是医学的难题，仍在继续探索中，特别是它的治疗花费很大，再加
上不能正常工作，对于您们家庭的经济压力一定很大。 
王浏影：是的，我们经济压力都很大，常常有病友因经济无法支撑而被迫停药。当然我们更需

要医生的理解（不能只是训斥我们不能随便停药）与耐心的解释和帮助。停止用药对生命有多

大危险吗？用这个药、停那个药目的是什么？我需要观察什么症状？医生往往不给予解释或解

释不清，而且态度语气让人无法接受，这种时候我们就会焦虑了。但是他们的态度让我敬而远

之，与他们交谈我真的会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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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2 
医联体框架下运用信息平台交互实现重精病人的 

网格化的管控 
 

张玲玲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北院 

 
 
目的 本文的目的是医联体单位通过信息交互，资源共享，形成社区与医联体三级医院紧密配合，

实现重型精神病患者的网格化管理，不留死角，从而达到管控的效果实现辖区居民的和谐安康，

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 
方法  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开设心理咨询门诊及定期开展精访日活动，与社区的计免干部

协同，完成对辖区居民的重精病人的筛查，发现精神行为异常的病人输送到医联体医院及时就

诊，医联体三级医院的患者救治后对于二级以下病情稳定的，与患者家属充分沟通后，通过信

息交互纳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管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随访，及时给患者领取免费重

精患者的药品，掌握患者的病情，对于发作的病人及时与医联体的三级医院联系，达到管控的

效果，真正实现网格化的管理，结果：通过新疆乌鲁木市沙区平顶山管委会所属辖区 15 个社区

的 6 万居民的医联体框架下运用信息平台交互实现重精患者网格化管理，目前重精病人的检出

率 2.9‰，管理率 85%结论：通过多种途径解决辖区精神病人检出率低的问题，能实现资源共

享，及时发现，及时管控，3 年未出现重精病人肇事肇祸的发生。 
1. 目前社区重精病人管理现状： 
1.1 社区精访日医生资源浪费：虽然每个辖区配备了一名精访日专家的医生，方便辖区居民出现

精神问题的咨询但实际上没能充分利用精访日专家的资源，常常是精访日门诊处于空转状态。 
1.2 社区干部对精神疾病的知识缺乏。按照要求社区干部在入户走访时，能第一时间发现患者，

但实际上由于缺少培训，很难识别出是否需要帮助，救治。 
1.3 由于目前强调检出率，与公共卫生资金发放挂钩。那么存在社区管理的混乱状况，就出现本

辖区的精神疾病患者被其他辖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管理，不愿意移交患者，资源不互通，达不

到就近属地管理的目的。 
1.4 社区医生中缺少精神疾病的专科医生。社区管理中许多社区卫生中心精神病人的随访任务

只能有护士承担，只是流于形式。吃药的病人出现不适状态，无法根本性的指导病人。 
2.充分做好社区的精神卫生健康教育宣传工作，充分论证，制定落实精神病人 
的相关政策。 
2.1 卫生局应该不间断的投入人力，财力，物力，请专业的精神科的医师下社区在社区管委会及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协调下进行广泛的开展临床精神卫生知识的培训，包括（社区医生、包户

干部、社区居民）是有效的管理好社区的精神病人的前提基础。对基层医生进行精神疾病专业

知识及专业素养的培训，社区医生是精神病人管理的第一责任人。 
2.2 根据属地管理的原则，落实好精神病人的相关政策，精神病人的家庭负担很重， 
确保政策落地。减少精神病人的家属的后顾之忧。 
3.利用医联体的帮扶，通过信息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使三级医院与一级医院信息互通，确保稳定

期的患者下沉到社区管理，社区医生发现不稳定的病人，及时干预、及时处置、及时转入上级

医院得到有效的治疗。防止肇事肇祸的发生。 
讨论：目前三级医院与一级医院的精神病人的管理没有实现资源共享，本着保密的原则， 
   社区不能正真掌握本辖区实际的精神病人的人数，精神病人在社区管理有一定的难度，容易

出现重型精神病人不再管的情况，从而引发肇事肇祸的发生，给社会安定造成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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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平顶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医联体的框架下，与三级医院合作，对社区精神病人的管理，

与传统的精神病人管理相比较更有效率，能做到摸底清楚，跟踪到位，随访及时， 
真正做预防及时，发现及时，治疗及时。 
 
 
PU-173 

心身医学与精神病学的临床实践探讨 
 

王红星,王玉平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目的 结合美国目前心身医学与精神病学的现状，以及我们国家的现状，探讨在大量患者“首选

综合医院，而非精神病院或综合医院精神科/心理科/心身医学科/神经精神科”等的现状下的可能

的解决途径。 
方法 - 
结果 - 
结论 - 
 
 
PU-174 

习得性无助归因方式与学习倦怠的关系研究 
 

徐爽 
贵阳中医学院 

 
 
目的 探讨大学生习得性无助归因方式与学习倦怠的关系研究。 
方法 选取 621 名在校大学生，使用多维-多项归因量表（MMCS）中学业成就量表（包括努力、

运气、情景和能力 4 个因子）测量大学生学业成功和失败的归因方式，大学生学习倦怠量表

（LBUS, 包括情绪低落、行为不当和成就感低 3 个分量表）调查大学生学习倦怠情况。 
结果 当学生将成功归因为运气和情景时与学习倦怠呈正相关（r=0.305，P<0.01），而将成功

归因为努力和运气时呈负相关（r=-0.283，P<0.01）；当学生将失败归因为能力、运气和情景时

与学习倦怠呈正相关（r=0.291，P<0.01）。回归分析表明成功外部归因（运气、情景）和失败

的外部稳定归因（能力、运气、情景）能预测学习倦怠的状况。 
结论 习得性无助的归因方式与学习倦怠呈正相关并且能够有效预测大学生的学习倦怠情况。 
 
 
PU-175 
以写作模式心理干预技术培养学生医患沟通及临床决策能力 

 
肖峰,程劲松 

江苏省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以写作模式用心理干预技术培养学生心身疾病的医患沟通及临床决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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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良好的医患沟通有利于心身疾病的诊断，论述心理干预技术在心身疾病医患通及临床决策

中的作用。通过引导写作、批阅文卷、评析文卷的过程建立写作模式；运用该模式考察并评价

学生运用心理干预技术对医患沟通及临床决策能力提高的思考程度，并论述写作模式培养方式

的优点。 
结果 将南京医科大学 5 年制临床专业 4 年级一班级 33 名学生写作文卷分为简单文卷，合格文

卷，优良或优秀文卷，其比例分别占为 18%（6 份），45%（15 份），37%(12 份）。 
结论 写作模式包含能力培养需要的情景记忆和语义记忆，并创造了语义记忆；写作模式具有开

放性、兼容性。以心理干预技术思想建立的写作模式对心身疾病的医患沟通及临床决策能力培

养具有独到的意义：可以巩固融会学习知识，促进学生思考，理论联系实际，从而提高实际能

力。 
 
 
PU-176 

以人文关怀入手提高直肠癌手术整体护理质量 
 

刘捷 
天津市人民医院 

 
 
目的 人文关怀对直肠癌根治手术整体护理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 
方法 在术前对患者进行人文关怀能够缓解其紧张不安的情绪，保持最佳身心状态，为手术奠定

良好基础；术中人文关怀能够增强患者的舒适度与安全感，提高手术成功率；而术后人文关怀

通过术后回访，能够掌握患者术后恢复情况，巩固手术效果，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结果 护理人员通过在直肠癌根治手术整体护理过程中应用人文关怀的理念与方法。 
结论 实现了与患者的直接沟通，建立起良好的医患与护患关系，在提高患者手术效果的同时也

提升了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 
 
 
PU-177 

团体查房模式对抑郁症伴失眠的应用探索 
 

禹海航,张巧真 , 张媛媛, 刘之旺,敬攀, 杨宝琴 ,周东升,胡珍玉 
宁波市康宁医院 

 
 
目的 探索并开展团体查房，有效提高心身科管理和诊疗效果 
方法 选择 2016 年期间在我院两个心身科病房住院的轻中度抑郁障碍伴失眠患者，两组各随机

选取 30 人，一组实施团体查房（试验组），另一组实施传统的房间逐个查房模式（对照组），

选取自制的查房效率评估表、效果评估表和病人住院满意度表进行调查 
结果 两组在查房效率、查房效果和病人住院满意度等方面有统计学差异，试验组优于对照组 
结论 团体查房在心身科病房的应用有助于提高查房工作效率，查房效果和病人住院满意度，融

洽医患关系，提高临床管理，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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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8 
心理一致感对人生意义与心理复原力的中介效应研究 

 
王琳 

山西医科大学 
 
 
目的 探讨心理一致感对人生意义与心理复原力的中介效应。 
方法 �抽样方法：采用网络调查平台及团体施测的方式，对成人发放 650 份问卷，实际回收 638
份，剔除无效问卷 16 份，得到有效问卷 622 份，有效回收率为 95.7%。调查工具：运用人生

意义问卷、心理一致感量表和成人心理复原力量表进行施测。统计分析：使用 SPSS22.0 统计

软件和 AMOS7.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人生意义、心理一致感及心理复原力的相关关系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心理一致感在人生意义与心理复原力间的中介效应使用 AMOS7.0 软件进

行路径分析。 
结果 �男性 234 人（37.6%），女性 388 人（62.4%）。‚除心理一致感维度中的意义感与心理

复原力总分相关不显著外，人生意义、心理一致感各维度得分及总分均与心理复原力总分呈显

著正相关且 P<0.01。ƒ 模型拟合良好，拟合指标为(c2/df 
= 2.877,p<0.001,RMSEA=0.055,CFI=0.960,NFI=0.941,GFI=0.968) 人生意义可正向预测心理

一致感水平（β=0.07，P<0.01），心理一致感可正向预测心理复原力（β=2.26，P<0.01），人

生意义可以正向预测心理复原力（β=0.29，P<0.01），人生意义对心理复原力受到心理一致感

这一中介变量的调节，人生意义对心理复原力产生的直接效应为 0.29，而通过心理一致感对心

理复原力产生的间接效应为 0.17，总效应值为 0.46。心理一致感产生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36.29%。 
结论 心理一致感在人生意义与心理复原力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 
 
 
PU-179 

失眠论治及体会 
 

杜捷 
北京中医医院 

 
 
目的 重新认识失眠的病因病机 
方法 中医理论认为“心藏神，主血脉”，人之寤寐，由心神控制，心主神明，神静则寐，神动则

寤；而营卫阴阳的正常运作是保证心神调节寤寐的基础 [2]。每因饮食不节，情志失常，劳倦、

思虑过度及病后、年迈体虚等因素，影响气血阴阳规律地运动，心神不安，不能由动转静而导

致不寐。 
结果 中医认为失眠的病位主要在心，并涉及肝脾肾三脏，所以在治疗上始终应以调养心神为基

本方法，结合不同的临床表现，辨清证侯，分别施以疏肝清肝、健脾和胃、交通心肾等不同方

法。心神失养是失眠的主要病机，故心之治法以治心安神为主，应强调以清心、养心、宁心之

法来调节心的功能，心神得安，则夜寐得宁。情志因素是引发失眠的主要原因。中医认为肝具

有疏通气机，调畅情志的功能，所以在治疗不寐重在治心的同时，还应注重从肝论治。 
结论 养心安神是治疗失眠的核心治法。重视疏肝解郁药物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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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0 
压力管理对老年女性脑卒中合并原发性失眠患者睡眠 

质量的影响 
 

张杰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压力管理对老年女性脑卒中合并原发性失眠患者睡眠质量的影响。 
方法 将 125 例老年女性脑卒中合并原发性失眠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n=60）实施常规

神经内科护理措施，干预组（n=65）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进行压力管理干预。采用匹斯堡睡眠质

量指数量表（PSQI）对两组患者的睡眠质量进行评估。 
结果 干预前，两组 PSQI 总分及各维度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干

预组 PSQI 总分及各维度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压力管理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睡眠质量，有利于疾病恢复，是常规康复治疗的必要补充。 
 
 
PU-181 

病理性哭笑机制与临床 
 

王共强,金平,林康 
安徽中医药大学神经病学研究所 

 
 
目的 病理性哭笑（Pathological laughing and crying，PLC）临床上准确及时的诊断和治疗 PLC
对患者基础神经系统疾病的预后有着重要影响，因此 PLC 的识别与管理十分必要。 
方法 病理性哭笑（Pathological laughing and crying，PLC）可引起患者的严重窘迫、尴尬、社

会残疾，临床上可出现在多种神经系统疾病中，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疾病康复、社会职业

功能。 
结果 PLC 临床发作具有情境不匹配、无因果、刻板性三个特点。其发病机制涉及的神经病理解

剖存在多种假设，涉及的神经递质有 5-羟色胺、多巴胺、谷氨酸等，这为选择性 5-羟色胺再摄

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SSRIs)等治疗提供了一个突破口。 
结论 病理性哭笑其发病机制涉及的神经病理解剖存在多种假设，涉及的神经递质有 5-羟色胺、

多巴胺、谷氨酸等，这为选择性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 (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SSRIs)等治疗提供了一个突破口。 
 
 
PU-182 

流行性恐缩症的研究综述 
 

吴传东,朱旭红,李赛兰 
海南省安宁医院 

 
 
目的  流行性恐缩症是一种较多发生在海南的精神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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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通过文献检索和案例分析来进一步了解流行性恐缩症。 
结果 “缩阳”的概念早在中国古典医籍《黄帝内经》 中己有记载。在 CCMD-2 中，将恐缩症（Koro）
被列入“与文化密切相关的精神障碍”中，指一种以害怕生殖器、乳房或身体某一部分缩入体内导

致死亡，以恐惧、焦虑发作为特征的一种与文化密切相关的综合征，并可伴有濒死感，烦躁不

安等，少数患者还会伴有幻觉，可有某种意识改变的精神心理疾病。有的学者认为恐缩症属于

神经症性心理问题，有的学者强调恐缩症是是急性焦虑反应，还有的认为恐缩症是急性妄想发

作。据文献记录，社会变动、传染病、自然灾难等的发生时，容易发生流行性恐缩症。流行性

恐缩症主要出现在我国广东省的雷州半岛和海南省的一些地方。海南从 1948 年起，历史上曾

有 6 次大流行。海南岛地处我国边陲，文化较为落后，人群中迷信观念盛行，为恐缩症的发生

准备了良好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随着海南外出东南亚侨居的人不断增加，恐缩症就在东南亚

地区流行开来，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流行性恐缩症发生地区多属于比较偏远的农

村，文化相对封闭、落后。流行区域的社会文化特点是封建迷信色彩浓厚，而在流行期间恐惧

的社会气氛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容易导致恐缩症的发生。在人群分布上，恐缩症多发生于

文化水平低的青壮年，男性多于女性。在个性心理特点上，易受暗示、性格内向孤僻、不善交

际、胆小怕事、缺乏个人判断、过于关注自、己依赖性强、敏感的个体是易感人群。恐缩症的

发生与性知识的缺乏或不正确有关。 
结论 恐缩症的防治，可通过加强基层精防人员培训，流行当时采取危机干预急施，防止流行继

续蔓延，降低社会危害。 
 
 
PU-183 

一例由“校园贷”引发精神症状的个案研究 
 

赵子丛,庞伟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校园贷”对患者精神症状的影响及相应的治疗措施。 
方法 患者女性，22 岁，某大专院校应届毕业生，因“敏感多疑三月，加重十日”来我院门诊就诊。

患者自幼父母离异，曾参与“校园贷”，欠债约四万元。在排除了器质性疾病并完善相关辅助检查

后，评估患者就诊时的精神症状和相关社会心理因素，完善以建立家庭亲密关系，寻求安全感，

减轻恐惧感为主的心理治疗，以及用奥氮平改善以幻听妄想为主的精神症状的药物治疗。采用

简明精神病量表（BPRS）及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定效果。 
结果 患者第一次门诊就诊时：BPRS 得分:69 分，HAMA 得分:24 分。患者在接受药物治疗及

心理治疗一周后 BPRS 减分率为 34%，HAMA 减分率为 16%。二周后 BPRS 减分率为 53%，

HAMA 减分率为 33%。四周后 BPRS 减分率为 63%，HAMA 减分率为 46%。患者的精神症状

如评论性幻听，关系妄想及被害妄想较前有明显改善。患者的焦虑恐惧情绪较前也有明显减轻，

对周围人和事物逐步建立安全感。并开始回归社会，寻求新的生活。 
结论 本案例中，通过心理治疗结合药物治疗，明显改善了患者以幻听妄想为主的精神症状，同

时也减轻了患者焦虑恐惧的心理。为以后有类似经历的患者治疗提供了较好的依据，同时对这

部分患者的预后也需要做进一步跟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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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4 
心理干预对腔隙性脑梗死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 

 
俞宁,安中平 

天津市脑系科中心医院 
 
 
目的 了解腔隙性脑梗死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探讨心理干预对其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 
方法 将 100 例腔隙性脑梗死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两组均接受脑梗死常规治

疗，治疗组联合心理干预，观察 4w。于治疗前及治疗 1w、2w、3w、4w 末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评定心理健康状况，采用汉密顿焦虑量表、汉密顿抑郁量表评定焦虑抑郁状况及心理干预效果，

同时检测 NIHSS 的变化。 
结果 腔隙性脑梗死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治疗后两组症状自评量表、汉密顿焦虑量表、

汉密顿抑郁量表评分及 NIHSS 测定均较治疗前显著下降（P＜0．01），但治疗组各时段均较

对照组下降显著（P〈0.01-0.05）。 
结论 腔隙性脑梗死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心理干预能显著缓解其焦虑抑郁情绪，提高

原发病疗效，改善生活质量。 
 
 
PU-185 

艾司西酞普兰致锥体外系反应 1 例报告 
 

任丽平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东院(原:天津市工人医院) 

 
 
目的 讨论艾司西酞普兰的不良反应，指导临床。 
方法 患者，52 岁，男性，因抑郁焦虑状态服用艾司西酞普兰，4 周时抑郁焦虑症状明显改善，

但出现锥体外系反应。加用抗胆碱能药苯海索,减服艾司西酞普兰，1 个月时锥体外系反应相关

症状消失。 
结果 艾司西酞普兰可致锥体外系反应 
结论 本例为艾司西酞普兰在抗抑郁抗焦虑的过程中出现了锥体外系反应。老年人、共患躯体疾

病、高度焦虑和对副作用比较敏感的人相对容易出现锥体外系反应。宜从小剂量开始，缓慢增

量。 
 
 
PU-186 

五种基本情绪加工的神经机制研究进展 
 

金平,王共强 
安徽中医药大学神经病学研究所 

 
 
目的 探讨不同的基本情绪存在各自的加工特点，及其特殊相关脑区 
方法 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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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不同的基本情绪存在各自的加工特点，及其特殊相关脑区，包括颞叶、额叶、岛叶、边缘

系统及基底节等。 
结论 不同的基本情绪存在各自的加工特点，及其特殊相关脑区，包括颞叶、额叶、岛叶、边缘

系统及基底节等。 
 
 
PU-187 

经颅直流电刺激治疗抑郁症的机制研究进展 
 

金睿,周波 
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 tDCS 治疗抑郁症作用机制的研究现状。 
方法 检索近 5 年国内、外有关 tDCS 治疗抑郁症机制研究的文献，进行归纳总结。 
结果 发现 tDCS 可能是从调节大脑神经网络、提高神经元可塑性、介导部分细胞因子的活动等

方面对抑郁症发挥治疗作用。 
结论 目前 tDCS 治疗抑郁症的作用机制尚未完全研究清楚。深入探讨 tDCS 治疗抑郁症的作用

机制，可为 tDCS 治疗抑郁症寻找更为有效和特异的治疗靶点提供实验依据和理论基础。 
 
 
PU-188 
认知领悟加行为塑造疗法治愈父母离异之 PTSD 初中生 1 例

（随访 12 年） 
 

冯建忠 
济南市皮肤病防治院 

 
 
目的 通过此例报告，印证心理干预对 PTSD 有效性，希望引起社会对心理干预技术的认可。 
方法 认识领悟疗法加行为塑造疗法 
结果 一个月好转，半年后痊愈，随访 12 年病情控制良好 
结论 1、认知领悟加行为塑造干预对 PTSD 有效 
2、心理干预效果稳定 
 
 
PU-189 

心身缠绕论：一种新的生命观 
 

何裕民 
上海中医药大学 

 
 
目的 作者借助量子缠绕观点，提出审视生命活动需一种新视域：认为身-心各自都是一个格式

塔系统，心-身之间存在着“共轭”类的缠绕关联，且呈现出极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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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无 
结果 并认为借此视域，才不至于出现“选择性视盲，”对很多新发现十分茫然；或持陈旧的构造

论，顾此失彼； 
结论 临床也才可以更好地从心身多个角度呵护患者，包括更重视医学人文，从而提高或改善临

床疗效。 
 
 
PU-190 

比较与借鉴—日本心身医学领域的汉方研究与应用 
 

程伟 
哈尔滨商业大学 

 
 
目的 比较、借鉴日本心身医学领域的汉方研究与应用成果 
方法  系统梳理日本学者关于心身医学领域汉方应用的代表性文献，以汉方抗应激作用为例，

介绍日本心身医学领域的汉方研究与应用。 
结果 主要包括：汉方制剂对应激反应的作用；应激状态四诊所见与汉方治疗；四诊所见、心身

相关与紧张状态的自我控制；应激性疾患汉方类型；汉方药与抗精神病药物合用方法等。 
结论 日本的心身医学研究起步较早，水平较高，有长期、扎实的学术研究积累，日本东洋心身

医学研究成果有其自身特色，对我国心身医学研究与中医药应用有一定借鉴意义。 
 
 
PU-191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 EGF 水平及其与认知功能相关性的

研究 
 

于玲,熊鹏,曾勇,赵心玲,李婷,吴杰,王婷婷,张缙韬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U-192 

360 例精神疾病应用心理测定工具 SCL-90[1] 进行分析 
 

王军辉,吴斌,高海玲 
西安市第十医院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了解心理测定量表 SCL-90 因子在精神疾病中的分布情况。 
方法  采用上海惠诚有限公司开发制作的惠诚心理测验软件综合系统 4.0 版（含 54 个分量表）

中的 SCL-90 对前来我院门诊就诊的病人进行心理测定，随机取样 360 例。 
结果  疾病因子分布呈现各自特点，其很好的为临床诊断应用。 
结论  心理测定量表 SCL-90 在精神科门诊应用，其因子与疾病之间存在着客观的数量化的联

系。不仅能为临床医生对求治者心理障碍的评价和诊断提供数据指标，使疾病得以早发现，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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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早治疗。同时可提高医生对 SCL-90 的掌握和分析。尤其疑难病例的测定更为重要。为临

床诊断提供更多视觉更多思路。特提出综合的诊断方案，以供同仁参考。 
 
 
S-01 

Dopaminergic polymorphisms in psychomotor 
retardation of depression: A pathway-based imaging 

genetic association study 
 
Yin Yingying1,Meijian Wang2,Haisan Zhang3,Hongxing Zhang3,Chunming Xie1,Zhijun Zhang1,Yonggui Yuan1 

1.ZhongDa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outheast University 
2.School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3.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xiang Medical University 
 
 
Background  Several lines of evidence implicate dopamine is involved in the psychomotor 
retardation (PMR)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The cerebral blood flow (CBF) of PMR 
is also well investigated, which found abnormal CBF mainly in the cortico-basal ganglia-
thalamo-cortical (CBTC) circuitry.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polymorphisms of the 
dopaminergic pathway and the abnormal CBF in the CBTC circuitry might account for the PMR 
in MDD, but have remained poorly understood.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of the polymorphisms throughout the dopaminergic 
pathway with the cerebral blood flow (CBF) of PMR in MDD. 
Methods  107 antidepressant-free MDD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PMR group (N=72) and 
NPMR (non-PMR) group (N=35) according to the Salpetriere Retardation Rating Scale (SRRS) 
score and underwent resting-state Arterial spin labeling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SL-
MRI). The ASL data were collected respectively for the CBF and calculation. The blood sample 
of 63 patients (23 PMR, 40 NPMR) were collected for genotyping the dopaminergic 
polymorphisms (92 SNPs from10 genes). After quality controlling, 15 SNPs in 8 candidate 
genes were entered into the mass univariate modeling analysis. For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patients with unqualified fMRI image and unmatched demographic data were ruled out. 
Consequently 56 patients (23 PMR, 33 NPMR) were taken into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Genotype-by-PMR associations with the CBF differences were identified for 7 SNPs 
with the lowest significant P values. The brain regions predominately distributed in bi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PFC), temporal cortex, and striatum, the left thalamus, the right primary 
motor cortex, insular cortex, fusiform gyri, and lingual gyri.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ignificant 
brain region was similar in these genes. The genotype-by-PMR interactions at the CBF of 
these brain regions were also similar. The minor allele of DRD3_rs 6280 and SLC6A3_rs6347, 
and the major allele of other SNP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CBF. There were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BF of the PFC and the PMR severity. However, the CBF of 
the striatum and the thalamu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MR severity. 
Conclusions  The polymorphisms of dopaminergic pathway are associated with not only 
CSTC circuitry, but also some other brain regions involving in cognition and emotion controlling. 
The minor alleles of DRD3_rs 6280 and SLC6A3_rs6347, and the major alleleminor allele of 
other dopaminergic polymorphisms might play a protective role in PMR. While the increased 
CBF of PFC might suppress PMR, the increased CBF of striatum and thalamus adversely 
aggravate P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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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2 
Enlarged Perivascular Spaces Are Associated with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 
 

Liang Yan1,Chen Yang Kun2,Tang Wai Kwong1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Department of Neurology， Dongguan People’s Hospital 
 
 
Purpose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nlarged perivascular spaces (EPVS) 
and the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HRQoL) in patients 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 
Methods  The patients 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 admitted to the Stroke Unit of a university-
affiliated hospital in Hong Kong from March 2010 to March 2015 were consecutively screened. 
EPVS was rated in the basal ganglia and the centrum semiovale with a validated scale. The 
HRQoL was assessed 3 months after the stroke onset using the Stroke Specific Quality of Life 
(SSQoL).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were used to study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PVS and 
HRQoL. 
Results  The study included 648 patients (mean age 65.8 years; 40.0% women) with mild to 
moderately severe stroke (median NIHSS score 2). The median EPVS scores in the basal 
ganglia and centrum semiovale were 1 each. EPVS in the basal ganglia was associated with 
a lower total SSQoL score (P = 0.02) and lower mobility (P = 0.01), mood (P = 0.03), and self-
care (P < 0.01) in th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after correction for demographic, clinical and 
imaging confounders. EPVS in the centrum semiovale was associated only with a lower 
SSQoL work/productivity sub-score (P = 0.002) after adjustment for the same confounders. 
Conclusions   EPVS are associated with lower HRQoL in patients with mild to moderate 
acute ischemic stroke. Early identification and intervention of EPVS may improve HRQoL in 
stroke survivors. 
Acknowledg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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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3 

Different Brain Activities Underlie Diverse Somatic 
Symptoms of Medication-Naive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in First Episode：A Comparative 
Resting-state fMRI Study 

 
xu Zhexue1,Zhao Qing2,Zeng Yawei3,Dag Aarsland 4,Zhou Dongfeng5,Wang Di6,Qu Miao1 
1.Department of Neurology， Xuanwu Hospital， Xi Cheng， Beijing， 100053.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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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sbane，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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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Somatic symptoms are common in depression patients. However, the 
mechanism underling it haven been scantily studied. During clinical observation we found 
somatic symptom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distinct subtypes “Yang type and Yin type”, based 
on their sense of somatic hotness or coldness. This study aimed to compare the resting-states 
brain activations between depressive patients who are in first-episode and medication-naïve 
with distinct somatic symptoms, to find different brain functions underlying them. 
Methods  24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were divided into the Yang group 
(12 patients) and the Yin group (12 patients) in accordance with clinical signs, and two groups 
of healthy controls (12 HC each) were matched to the patient groups at age, gender, education 
level. All of them were scanned under a Siemens 3.0 Tesla scanner without any task work. 
Brain images were analyzed using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 (ALFF) method. 
Results  The overall depression patients showed more DSM-IV depression symptoms and 
higher HAMD scores than healthy controls. All the depression patien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 showed increased activations in left inferior parietal, extending to supramarginal and 
angular gyri and decreased in left lingual gyrus. The patients of Yang group showed increased 
activations in left insula brain regions, left inferior parietal, extending to supramarginal and 
angular gyri; and right superior frontal gyrus, extending to medial; right middle temporal gyrus; 
right extra-nuclear; right supramarginal gyru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The patients of 
Yin group showed increased activation in left superior parietal gyrus brain region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Compared between these two syndrome groups, the Yang group also 
showed increased resting-states activations in left insula, left superior frontal gyrus, extending 
to medial; left median cingulated and paracingulate gyri brain regions. 
Conclusion  Patients with MDD had abnormal resting-states brain activations 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s in several brain regions relating with mood adjustment and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Meanwhile, this study revealed the underlying neurologic mechanism between 
different somatic symptoms of depression, hot flash or sense may be related to sympathetic 
nervous subsystem, and cold flash or sense may be related to parasympathetic nervous 
subsystem. Furthermore, the parietal lobe may have underlying mechanism regulating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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