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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情感淡漠及相关因素研究
刘佳佳袁李二凤袁赵燕燕袁华 平袁于翠玉袁刘卫国
渊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神经内科袁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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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员园园圆怨冤

目的院探讨帕金森病渊孕阅冤患者情感淡漠的发生率及其相关因素遥 方法院收集 圆园园怨 年 员园 月耀圆园员圆 年 员园 月南京医科

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神经内科门诊就诊的 孕阅 患者 源愿猿 例袁采用统一帕金森评定量表渊哉孕阅砸杂冤玉的项目 源渊动机或始动力冤进行评

定并分为情感淡漠和非情感淡漠组遥 对两组的年龄尧性别尧文化程度尧病程尧运动症状尧认知功能等进行评定比较遥 利用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筛选出情感淡漠的危险因素遥 结果院源愿猿 例中 员猿员 例出现情感淡漠症状袁 占 圆苑援员豫遥 情感淡漠组简易精神状态量表

渊酝酝杂耘袁圆源援员员 依 缘援怨猿冤尧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渊酝燥悦粤袁员愿援源源 依 苑援圆员冤尧视空间功能渊圆援源猿 依 员援愿远冤评分低于非情感淡漠组相应评
分渊圆源援愿怨 依 远援远缘尧圆园援员源 依 苑援愿缘尧圆援怨愿 依 员援愿缘冤遥 淡漠组 匀燥澡藻灶鄄再葬澡则 分级渊员援远源 依 员援源园冤尧哉孕阅砸杂域渊员愿援园猿 依 愿援远圆冤尧哉孕阅砸杂芋渊猿怨援猿员 依

员远援愿圆冤尧汉密尔顿抑郁量表渊匀粤酝阅袁员苑援愿猿 依 员员援圆愿冤评分高于非淡漠组相应评分渊员援圆缘 依 员援圆园尧员员援怨圆 依 远援缘源尧圆远援猿园 依 员源援园远尧怨援缘怨 依
愿援园缘冤袁上述两组间除 酝酝杂耘 外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两组患者在年龄尧性别尧教育程度尧发病年龄尧病程尧多巴胺能药
物剂量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遥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袁依次进入回归方程的是 匀粤酝阅尧哉孕阅砸杂芋和 哉孕阅砸杂域评分遥 结论院情感淡漠
是帕金森病常见的非运动症状袁可独立于抑郁存在袁并可能与运动障碍尧抑郁和认知功能损害之间存在相关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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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 金 森 病 渊孕葬则噪蚤灶泽燥灶爷泽 凿蚤泽藻葬泽藻袁孕阅冤 是 一 种 常
见于中老年人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袁其主要的临床
症状为静止性震颤尧肌强直尧行动迟缓和步态异常
等遥 孕阅 除运动症状以外袁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非运动
症状袁如抑郁尧情感淡漠尧认知损害等遥 国内外研究
报道袁员苑援园豫耀苑园援园豫 咱员暂的 孕阅 患者伴有情感淡漠袁明
确 孕阅 伴情感淡漠的相关因素并对情感淡漠进行
早期诊断和治疗袁对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和延缓病情
进展有重要意义遥 本文就 孕阅 伴情感淡漠的流行病
学情况及相关因素进行分析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选取 圆园园怨 年 员园 月耀圆园员圆 年 员园 月本院神经内
科门诊就诊的 源愿猿 例 孕阅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袁 诊断
均符合英国 孕阅 协会脑库的临床诊断标准遥 其中男
圆愿远 例袁占 缘怨援圆豫尧女 员怨苑 例袁占 源园援愿豫曰年龄 猿圆耀愿苑
岁袁平均年龄渊远源援怨圆 依 员园援员源冤岁曰发病年龄 圆圆耀苑怨
岁袁平均年 龄渊缘圆援远源 依 员怨援圆远冤 岁曰 病程 猿 个月 耀猿圆
年袁平均病程渊远援圆远 依 源援愿愿冤年曰教育程度院小学及以
下 员圆员 例渊圆缘援员豫冤尧中学 圆员苑 例渊源源援怨豫冤尧大专及以
上 员源缘 例 渊猿园援园豫 冤曰 左 旋 多 巴 等 效 剂 量 渊蕴耘阅冤
渊圆圆怨援员源 依 圆源圆援远园冤 皂早遥 排除标准为院淤继发性帕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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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猿冤园怨鄄员圆愿远鄄园猿

森综合征尧帕金森叠加综合征曰于严重认知障碍袁简
易精神状态量表渊酝酝杂耘冤评分低于正常下限渊文盲
员苑 分袁小学 圆园 分袁中学及以上 圆源 分冤曰盂言语障碍尧
构音障碍和聋哑等不能配合完成检查者曰 榆严重心
肺疾病尧肿瘤尧肝肾疾病等慢性消耗性疾病者曰虞精
神障碍者遥
员援圆 方法
由专科医师在患者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一般情况
的采集和量表评估遥 采用统一 孕阅 评定量表渊哉孕鄄
阅砸杂冤玉的项目 源渊动机或始动力冤进行情感淡漠症
状评定袁以 圆 分为临界值袁逸圆 分为情感淡漠袁约 圆 分
为非情感淡漠组遥 哉孕阅砸杂域尧芋及 匀燥澡藻灶鄄再葬澡则渊匀鄄再冤
分级评定运动症状曰汉密尔顿抑郁量表渊匀粤酝阅冤原圆源
项评测抑郁情绪袁总分约 愿 分为正常袁愿耀员远 分为轻度
抑郁袁员苑耀圆猿 分为中度抑郁袁逸圆源 分为重度抑郁曰应
用简易精神状态量表渊酝酝杂耘冤尧蒙特利尔认知评估
量表渊酝燥悦粤冤和视空间功能评估认知功能袁视空间功
能评定咱圆暂院根据 酝酝杂耘 量表中的绘制五边形项目和
酝燥悦粤 量表中的复制立方体和画钟测试项目的得
分袁共 缘 项袁总分 缘 分袁约 缘 分为视空间功能受损曰多
巴胺类药物使用情况采用左旋多巴 蕴耘阅 进行分析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孕杂杂员怨援园 统计软件分析遥 组间比较袁使用 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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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渊计量资料冤和 字圆 检验渊计数资料冤袁而后进行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袁孕臆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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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佳佳等院帕金森病情感淡漠及相关因素研究

果

圆援圆

情感淡漠相关因素分析

情感淡漠组 匀粤酝阅 评分渊员苑援愿猿 依 员员援圆愿冤与非情
感淡漠组渊怨援缘怨 依 愿援园缘冤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圆援员 一般资料分析结果

园援园缘袁 表 圆冤遥 既有情感淡漠又有抑郁患者 员园苑 例
渊圆圆援圆豫冤袁有情感淡漠无抑郁者 圆源 例渊缘援园豫冤袁有抑

情感淡漠组与非情感淡漠组患者在性别尧年龄尧发病
年龄尧病程尧受教育程度及 蕴耘阅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酝燥悦粤尧视空间功能评分与非情感淡漠组相比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袁表 圆冤袁两组间 酝酝杂耘 评分

源愿猿 例 孕阅 患者中 员猿员 例发生情感淡漠袁占入组
总数的 圆苑援员豫曰非情感淡漠患者 猿缘圆 例袁占 苑圆援怨豫遥
义渊孕﹥园援园缘袁表 员冤遥

表员

表圆

情感淡漠组渊灶越员猿员冤
苑愿 辕 缘猿
远缘援苑源 依 怨援猿怨园
缘猿援苑怨 依 员愿援员源
远援怨缘 依 缘援猿员
猿圆 辕 远猿 辕 猿远
圆源苑援苑圆 依 圆缘源援怨苑

猿

月
原猿援远圆园
园援园苑园
园援园圆愿
园援园缘猿

孕值
园援怨圆怨
园援圆愿园
园援源园怨
园援园缘怨
园援远远缘
园援猿园缘
渊分冤

非情感淡漠组渊灶越猿缘圆冤
怨援缘怨 依 愿援园缘
圆源援愿怨 依 远援远缘园
圆园援员源 依 苑援愿缘园
圆援怨愿 依 员援愿缘
员员援怨圆 依 远援缘源园
圆远援猿园 依 员源援园远
员援圆缘 依 员援圆园

将上述 匀粤酝阅尧酝燥悦粤尧视空间功能尧哉孕阅砸杂域尧
哉孕阅砸杂芋及 匀鄄再 分级 远 个研究变量作为自变量袁
以有无合并情感淡漠为因变量袁采用向前逐步法进
行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袁 结果显示 哉孕阅砸杂芋尧哉孕阅砸杂

常量
匀粤酝阅
哉孕阅砸杂芋
哉孕阅砸杂域

非情感淡漠组渊灶越猿缘圆冤
圆园愿 辕 员源源
远源援远圆 依 员园援源园
缘圆援圆员 依 员愿援员源
远援园园 依 源援苑园
愿怨 辕 员缘源 辕 员园怨
圆圆圆援圆圆 依 圆猿苑援愿缘

孕阅 情感淡漠与视空间功能的关系

情感淡漠组渊灶越员猿员冤
员苑援愿猿 依 员员援圆愿
圆源援员员 依 缘援怨猿园
员愿援源源 依 苑援圆员园
圆援源猿 依 员援愿远
员愿援园猿 依 愿援远圆园
猿怨援猿员 依 员远援愿圆
员援远源 依 员援源园

表猿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孕阅 情感淡漠组和非情感淡漠组一般资料分析

项目
性别渊男 辕 女冤
年龄渊岁冤
发病年龄渊岁冤
病程渊年冤
教育程度渊小学及以下 辕 中学 辕 大专及以上冤
蕴耘阅渊皂早冤
项目
匀粤酝阅
酝酝杂耘
酝燥悦粤
视空间功能
哉孕阅砸杂域
哉孕阅砸杂芋
匀原再 分级

郁而无情感淡漠者 员愿源 例渊猿愿援员豫冤袁既无情感淡漠
也无抑郁者 员远愿 例 渊猿源援愿豫冤遥 情感淡漠组 哉孕阅砸杂尧

孕值
约 园援园缘
﹥园援园缘
约 园援园缘
约 园援园缘
约 园援园缘
约 园援园缘
约 园援园缘

域和 匀粤酝阅 猿 个因素进入回归方程遥 回归结果显
示袁匀粤酝阅尧哉孕阅砸杂芋和 哉孕阅砸杂域三者分值越高会
增加患者发生情感淡漠的机会袁为疾病的危险因素
渊表 猿冤遥

孕阅 情感淡漠相关因素的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

杂援耘援
园援猿源圆
园援园员猿
园援园员园
园援园圆园

宰 葬造泽
员员圆援园远怨
园猿园援缘缘愿
园园愿援苑圆缘
园园远援怨远圆

讨 论
情感淡漠咱猿暂是一种情感反应降低的精神状态袁

实质上是动机的缺乏袁这种动机缺乏并非意识水平
降低尧认知功能障碍或情绪烦恼引起的袁其特征为患
者在进行目标指向活动时出现行为尧情绪和认知的缺
陷遥 本文中 源愿猿 例 孕阅 患者伴情感淡漠的发生率为
圆苑援员豫袁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袁同时也给看

孕
园援园园园
园援园园园
园援园园猿
园援园园愿

韵砸
园援园圆苑
员援园苑猿
员援园圆怨
员援园缘源

怨缘豫悦陨
员援园源苑耀员援员园园
员援园员园耀员援园源愿
员援园员源耀员援园怨远

护者及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遥 因此袁识别 孕阅 伴情
感淡漠患者的临床相关危险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遥
目前 孕阅 伴情感淡漠的发生多认为与多种因素
有关袁这些因素之间可能存在联系和制约遥本文从以
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院淤人口学分布特点院本文研究
结果显示袁两组在年龄尧性别尧发病年龄尧病程尧受教
育程度和 蕴耘阅 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袁与国外相关
结果一致遥 于情感淡漠与抑郁的关系院在蚤则燥责葬凿躁葬 等咱源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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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情感淡漠和抑郁有着不同的临床相关袁情
感淡漠与更高的轴向损伤评分及左旋多巴剂量尧更
低的 酝酝杂耘 评分和 匀鄄再 分级相关袁而抑郁则与更进

大

学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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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情感淡漠的危险因素之一遥

孕阅 伴情感淡漠的发病机制至今尚不清楚袁可能
是疾病本身生理变化产生的结果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

展的 匀鄄再 分级和较年轻患者有关遥 指出抑郁与情感
淡漠是 孕阅 中两种不同的临床概念遥 运蚤则泽糟澡鄄阅葬则则燥憎
等咱缘暂对 员远员 例 孕阅 患者采用情感淡漠量表渊贼澡藻 粤责葬鄄
贼澡赠 杂糟葬造藻冤和贝克抑郁量表域渊月藻糟噪 阅藻责则藻泽泽蚤燥灶 陨灶鄄

孕阅 情感淡漠的发生率不低袁 其与抑郁有所交叉袁但
不同于抑郁袁也与认知功能损害相关遥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

存在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情感淡漠的发生率为 圆苑援员豫袁
且 缘援园豫的 孕阅 患者是不伴有抑郁的情感淡漠者袁表

疗 孕阅 伴发的精神症状遥 本研究未设置正常对照组袁
收集的病例尚有限袁因此结论存在一定局限性袁今后

增藻灶贼燥则赠鄄域冤的项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研究袁发现
在 孕阅 中袁情感淡漠不同于抑郁袁两者可以相互分离

明情感淡漠可独立于抑郁存在袁抑郁症状首先进入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方程袁情感淡漠的发生可能受到抑郁症

状程度的影响遥 盂情感淡漠与视空间功能的关系院
视空间功能障碍是 孕阅 最常见的认知障碍袁 目前
酝酝杂耘 较广泛地应用于情感淡漠与认知损害的研
究袁但其对皮质下和额叶型认知功能损害敏感性欠
佳袁且有研究显示 孕阅 的认知障碍较轻袁故对 孕阅 患
者选择智能量表测定时袁酝燥悦粤 优于 酝酝杂耘咱远暂遥 本文
研究中采用 酝酝杂耘 和 酝燥悦粤 评判两组的认知功能
状态袁 发现两组间 酝酝杂耘 评分比较无统计学差异袁
而 酝燥悦粤 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袁因此 酝燥悦粤 较
酝酝杂耘 敏感袁这与上述结论相符遥同时也发现情感淡
漠组 酝燥悦粤 评分和视空间能力评分明显低于非情感
淡漠组袁表明情感淡漠组的认知功能更差遥 国内陆
强等咱苑暂用画钟测验渊糟造燥糟噪 凿则葬憎蚤灶早 贼藻泽贼袁 悦阅栽冤和语词
流畅性测验 渊增藻则遭葬造 枣造怎藻灶糟赠 贼藻泽贼袁 灾云栽冤 对 缘远 例 孕阅
患者的认知功能进行评定袁发现情感淡漠组 悦阅栽 及
灾云栽 得分均低于非情感淡漠组袁 且纳入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
归方程袁但本研究中视空间功能评分及 酝燥悦粤 评分
未能进入回归方程袁可能因两者临床资料及认知功
能评价方法差异有关遥 榆情感淡漠与运动障碍程度
的关系院孕阅 患者的情感淡漠与运动障碍严重程度的
关系存在不一致观点遥 砸藻蚤躁灶凿藻则泽 等咱愿暂利用基于体素
的形态学 酝砸陨 检查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袁 发现 孕阅 情
感淡漠与运动障碍严重程度无关遥 悦怎遭燥 等咱怨暂研究认
为 孕阅 患者情感淡漠与运动障碍严重程度相关遥
蕴藻增赠 等咱员园暂 研究表明前额鄄基底节环路异常在 孕阅 情
感淡漠的发病机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遥 本研究中袁
情感淡漠组和非情感淡漠组间患者的运动症状评分
显著差异袁即情感淡漠组较非情感淡漠组患者日常
生活尧运动症状和 匀鄄再 分级评分高袁且日常生活及
运动症状评分进入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方程袁提示 孕阅 患者
病情的严重程度可能累及情感淡漠的发生袁成为 孕阅

分析显示抑郁尧日常生活评分及运动症状评分是 孕阅
伴情感淡漠的危险因素袁临床医师应予以重视袁改善
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和运动症状袁 提高患者及家人的
生活质量袁同时了解情感淡漠袁有助于更早干预和治

仍需扩大样本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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