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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郁安神片联合六味地黄丸治疗老年抑郁症的疗效观察

刘　琦 1 、 石云琼 2 、 张丙汉 1 、 王义武 � 、 费国顺 1

【摘要】 目的　分析解郁安神片联合六味地黄丸治疗老年抑郁症的疗效。方法　收集我院就诊

的老年抑郁症患者 �0 例，按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 40 例和观察组 40 例。对照组给予氢溴酸西酞

普兰片治疗，20 mg Qd。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增加服用解郁安神颗粒，�g Bid 和六味地黄丸，1

丸 Bid 治疗。两组患者均连续观察 � 周。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及抑郁

自评量表（SDS）评分以及两组患者的总有效率，同时比较了两组患者药物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的

发生率。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 HAMD 和 SDS 评分相比无显著差异（P> 0.0�）；两组患者治疗 � 周

和 � 周后的 HAMD 和 SDS 评分均低于其治疗前评分，差异有显著性（P< 0.01）；治疗后的第 � 周和第

� 周，观察组患者的 HAMD 评分和 SD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同期水平（P< 0.01）。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明显高于对照组 ��.1�％，差异具有显著性（P< 0.0�）。治疗过程中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发

生率为 1�.�4％，明显低于对照组为 ��.��％，差异具有显著性（P< 0.01）。结论　在西药抗抑郁治

疗的基础上，合并解郁安神片联六味地黄丸治疗老年抑郁症不仅可以更有效改善抑郁症状，而且能

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值得临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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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f the efficacy of Jieyu Anshen Tablet Combined with Liuwei Dihuang Pill on geriatric pa-
tients with depression　LIU Qi，SHI Yunqiong，ZHANG Binghan，et al. People's Hospital of Yangxin County in 
Hubei Province，Yangxin  4352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Jieyu Anshen Tablet Combined with Liuwei Dihuang Pill on 

geriatric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80 geriatric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were recruited for this research and 

then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n=40）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n=40）.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italopram hydrobromide drug 20 mg Q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Jieyu Anshen drug 5g Bid and Liuwei Dihuang 

pill 1 pill Bid on the basis of the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6 weeks of treatment，scores of HAMD and SDS 

，efficacy rates and incidences of adverse re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HAMD and SDS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P>0.05）. After treatment，

scores of HAMD and SD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both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P<0.01）. After 

the treatment of 3 or 6 weeks，scores of HAMD and SD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1）. Efficacy of observation group （88.63％）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68.18％）（P<0.05）.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13.64％）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36.36％）（P<0.05）. Conclusion　Jieyu Anshen tablet combined with Liuwei Dihuang pill on 

the basis of anti-depression treatment of Western Medicine in treatment of geriatric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can be more 

effective to relieve the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reduce adverse drug reactions. It’s worthy of clinical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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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性抑郁症是最常见老年精神疾病之一，据

统计其发病率已超过 10％［1］。研究显示，应用抗抑

郁药物治疗老年抑郁症可发挥较好的治疗效果，但

口服西药行抗抑郁治疗对抑郁症患者产生较多副作

用，故而近年来中药治疗老年抑郁症得到越来越广

泛的关注［2］。临床研究表明，对老年抑郁症患者给

予中西医结合疗效，不仅临床疗效明显，且不良反

应相对较少［3］。本研究在常规西药干预基础上，对

老年抑郁症患者给予解郁安神片联六味地黄丸治疗，

取得了增效减毒的效果，现将结果总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筛选 2011 年 3 月至

2014 年 10 月在我院就诊的老年抑郁症患者 80 例。

抑郁症诊断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

第三版》［4］标准。抑郁程度参照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ilton’s depresion scale，HAMD）-17［5］评分标

准，轻度抑郁：HAMD 评分≥ 8～16 分，中度抑郁：

HAMD 评分为 17～23 分，重度抑郁：HAMD 评分≥

24 分。病例纳入标准：①符合抑郁症诊断标准。②

年龄≥ 60 岁。③病情为轻度和中度者。④病程＞ 1
年者。⑤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意识清楚。⑥患者

自愿接受本研究方案，均在同意书上签字。病例排

除标准：①存在严重自杀意念。②近 1 个月采取中药

治疗。③患有恶性肿瘤。④不配合用药。按数字表

法随机将上述患者分为对照组 40 例和观察组 40 例。

对照组：男 29 例，女 11 例；年龄 60～69 岁，平均

（64.92±9.88）岁；病程 1.5～9 年，平均（6.03±1.12）
年；初中文化 12 例，高中文化 19 例，高中以上文化

9 例；；轻度抑郁 14 例，中度抑郁 26 例。观察组：男

27 例，女 13 例；年龄 60～70 岁，平均（65.09±9.72）
岁；病程 1.5～10 年，平均（6.17±1.16）年；初中文

化 11 例，高中文化 18 例，高中以上文化 11 例；；轻

度抑郁 15 例，中度抑郁 25 例。两组患者的基线资

料（性别、年龄、病程、文化程度及病情）比较无显

著性差异（P>0.05）。

1.2　治疗方法 

对 照 组 ：给 予 氢 溴 酸 西 酞 普 兰 片 （ 批 号 ：

H20130028）治疗，20 mg Qd 治疗。

观察组：服用解郁安神颗粒（批号：Z13020802），

5g Bid；六味地黄丸（批号：Z22024202），1 丸 Bid。

疗程：两组患者均连续观察 6 周。

1.�　观察指标  

①两组患者均予以评估 HAMD-17 量表  于治疗

前及治疗后 3 周、6 周评价。②两组抑郁自评量表

（SDS）［6］评分  按照 SDS 评价情绪低沉等 20 项，以

患者症状严重度记分为无 -1 分、有时 -2 分、经

常 -3 分以及持续 -4 分，得分越高表明抑郁倾向越

严重，于治疗前及治疗后 3 周、6 周对患者评价 3 次，

取平均值。③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记录治疗过程中

两组不良反应症状（恶心、口干、便秘、食欲下降、

嗜睡）的发生情况，计录并比较两组患者的不良反

应发生率。

1.4　疗效评定标准 

根 据《 中 医 病 证 诊 断 疗 效 标 准 》［7］标 准 结 合

HAMD-17 量表进行。临床治愈：症状基本消除，患

者情绪恢复正常，HAMD 评分的减分率 >75％。显

效：症状显著改善，患者的情绪显著恢复，HAMD

评 分 减 分 率 为 75 ％ ～50 ％ 。 好 转：症 状 有 所 好

转，患者的情绪有所恢复，HAMD 评分减分率为

50％～30％。无效：症状、情绪均无好转，HAMD

评分减分率 <30％。总有效率 = 临床治愈率 + 显效率

+ 好转率。

1.�　统计学处理  

本次数据采取 SPSS18.0 软件包处理，计量资料

采用标准方差（x±s）来表示，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

验。计数资料采用率（n，％）表示，并用 χ2 进行检

验，检验标准α=0.05，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HAMD 评分比较  

两 组 患 者 治 疗 前 H A M D 评 分 无 显 著 性 差 异

（P>0.05）。两组患者治疗 3 周和 6 周后的 HAMD 评

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差异有显著性（P<0.01）。治

疗后 3 周和 6 周，观察组患者的 HAMD 评分均低于

对照组同期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

表 1。
表1　两组HAMD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3周 6周

对照组 44 22.71±2.90 18.79±2.13① 15.99±1.92①

观察组 44 22.55±2.86 17.36±2.03①② 13.75±1.68①②

注：与本组治疗前相比①P<0.01；与对照组治疗后同期相

比②P<0.0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SDS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 SDS 量表评分，组间无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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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P>0.05）。两组患者治疗 3 周和 6 周后的 SDS

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差异有显著性（P<0.01）。

治疗后 3 周和 6 周，治疗组患者的 SDS 评分显著低

于对照组同期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的SD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3周 6周

对照组 44 70.83±7.89 63.49±6.94① 59.62±6.31①

观察组 44 71.05±7.75 61.33±6.36①② 56.06±5.96①②

注：与本组治疗前相比①P<0.01；与对照组治疗后同期相

比②P<0.01。

2.�　两组疗后 � 周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88.63％，明显高于对照组

68.18％，差异有显著性（P<0.05），见表 3。
表3　两组疗后6周治疗效果比较  例（％）

组别 n
临床治
愈/例

显效/例 好转/例 无效/例
总有效
率/％

对照组 44 8 13 9 14 68.18

观察组 44 16 15 8 5 88.63①

注：与对照组比较①P<0.05。

2.4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治 疗 过 程 中 观 察 组 患 者 不 良 反 应 发 生 率 为

13.64％，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36.36％，差异有显著

性（P<0.01），见表 4。
表4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例（％）

组别 n
恶心
/例

口干
/例

便秘
/例

食欲下
降/例

嗜睡
/例

头晕
/例

发生率
/％

对照组 44 2 3 3 3 3 2 36.36

观察组 44 1 2 0 1 1 1 13.64①

注：与对照组相比①P<0.01。

3　讨论

现代医学认为该病是由生物学、个人心理因素

及社会因素等引起机体内神经 - 内分泌功能紊乱所

致［8］。西肽普兰属 SSRIs 类药物，主要经选择性抑制

神经细胞突触前膜对 5-HT 的再摄取，发挥抗抑郁效

果［9］。本研究发现，氢溴酸西酞普兰片能有效改善

老年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症状，然而，长期单纯口服

西药治疗易诱发胃肠道等多种不良反应 ［3］。

中医学认为年老体弱、肾精亏虚为老年人抑郁

的病理基础，《内经博义》曰：“肾者主蜇，封藏之本，

精之处也，精以养神，神藏于精”。七情过极致肝气

郁结为该病的主要发病因素，因此，临床治疗当以

补肾疏肝为治疗法则。

解郁安神片由柴胡、大枣、半夏、石菖蒲、浮

小麦、百合、郁金酸枣仁等具有舒肝解郁、安神定

志的中药材提取研制而成。既往研究表明，解郁安

神片对精神分裂症、冠心病以及更年期引起的抑郁

症都起到显著改善效果［10，11］。六味地黄丸方中采用

熟地黄、山茱萸、山药、泽泻、茯苓等具有补肾阴

的中药提取而成。研究表明，六味地黄丸对男性更

年期抑郁症有较好治疗效果，且不良反应少，患者

的依从性较高［12］。因此，解郁安神片联六味地黄丸

治疗老年抑郁症符合该病病机特点，发挥了协同治

疗效果。

本次结果显示：与单纯西药抗抑郁治疗干预比

较，联合解郁安神片联六味地黄丸治疗老年抑郁症

可明显降低患者的 HAMD 和 SDS 评分，提高临床疗

效。此外，本研究发现解郁安神片联六味地黄丸治

疗过程中，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较单纯西药治疗减

少。由于中药是植物提炼出的一些化学成份，相对

西药来说，每种成份的浓度低，所以几乎没有副反

应。因此，解郁安神片联六味地黄丸治疗老年抑郁

症不良反应少，依从性好，更适合老年抑郁症患者。

综上所述，在西药抗抑郁治疗的基础上，解郁

安神片联六味地黄丸治疗老年抑郁症疗效更明显，

且不良反应较少，有望成为临床治疗老年抑郁症状

有效疗法之一。然而，由于老年患者身体虚弱，可

能存在其他合并症，有必要进行大样本和多中心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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