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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联合舍曲林对首发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对血清细胞因子的影响

刘　鑫 1 、 孔　屹 2 、 冯　妍 1 、 杨维华 1

【摘要】目的　研究中药联合舍曲林治疗首发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对血清细胞因子白细胞介

素 -2（IL-2）、IL-6 及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水平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 2012 年 5 月 ~2015

年 11 月收治的首发抑郁症患者 68 例，治疗组患者在对照组舍曲林治疗基础上加用中药方剂柴胡龙

牡汤，疗程 6 周。治疗后对临床疗效、HAMD 评分、炎性因子水平、不良反应进行比较。结果　治

疗组患者临床总有效率（94.1％）显著大于对照组（76.5％）（P< 0.05）；治疗组患者治疗后第 4、6 周

HAMD 评分显著小于对照组（均 P< 0.05）；治疗组患者治疗后血清 IL-2、IL-6 及 TNF-α水平明显低

于对照组（均 P< 0.05）；不良反应发生率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中药联合

舍曲林治疗首发抑郁症患者效果显著，作用机制可能与减轻患者炎性损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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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sertraline on clinical efficacy and serum cytokines levels in 
first-episode depression patients　LIU Xin，KONG Yi，FENG Yan，et al. Depar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
cine，Ping’an Hospital of Xicheng District of Beijing City，Beijing 100032，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sertraline on clinical efficacy and 

changes in serum interleukin-2（IL-2），IL-6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level in patients with first-epi-

sode depression. Methods 68 cases of first-episode depression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2012 to November，

2015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the patients were only treated with sertraline）and experimental group

（the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Chai hu long mu tang and sertraline）. The treatment duration time was 6 week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s，HAMD scale，inflammatory cytokines levels and adverse drug reaction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experimental group（94.1％）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

trol group（76.5％）（P<0.05）. The HAMD scale at 4th，6th week after treatment were smaller in experimental group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both P<0.05），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levels of IL-2，IL-6 

and TNF-α in experimental group decreased significantly，the differences of them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all 

P<0.05）. However，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on adverse drug reaction between two groups（P>0.05）. Con-
clus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sertraline for treatment of first-episode depression patients show a significant 

clinical effect.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may be related to attenuating inflammatory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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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发病机理尚不明确，除神经递质功能异

常外，机体免疫功能、炎性因子分泌过多也参与抑

郁症的发展［1］。目前，免疫激活产生的细胞因子对

抑郁症病理过程的干预已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

亦是新型抗抑郁药的潜在靶点［2］。中药柴胡龙牡汤

是中医治疗抑郁症状的经典方剂［3］。舍曲林临床广

泛用于治疗抑郁症的相关症状［4］。但未见柴胡龙牡

汤联合舍曲林治疗首发抑郁症患者的相关报道，本

研究探讨两者联合应用对首发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疗

效及对血清炎性细胞因子水平的影响，为抑郁症的

防治提供更多信息。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病例来源于我院 2012 年 5 月 ~2015 年 11 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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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 68 例抑郁症患者，抑郁症诊断标准符合中国精

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单相抑郁

发作的诊断标准，所有患者首次发病，且未服用任

何抗抑郁药和其他抗精神病药，24 项版本汉密尔顿

抑郁量表（HAMD）评定总分≥ 20 分，至少 1 年内

无重大生活事件。排除合并其它精神疾病，伴有心

肝肾等严重躯体疾病、内分泌系统疾病、免疫系统

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各种急、慢性感染，半年内

服用过免疫抑制剂及免疫增强剂，治疗过程中需加

用其它抗抑郁药控制症状的患者及孕妇或哺乳期妇

女。入组患者或监护人均签定知情同意书。68 例患

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成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34 例，

对照组男 19 例，女 15 例，平均年龄（41.7±13.1）

岁，平均受教育时长（11.7±3.2）年，每天舍曲林平

均用量为（92.1±6.7）mg；治疗组男 18 例，女 16 例，

平均年龄（42.1±12.7）岁，平均受教育时长（12.0
±2.9）年，每天舍曲林平均用量为（91.8±7.5）mg。

患者性别、年龄、舍曲林用量等临床资料差异比较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治疗方法

两组抑郁症患者入组后均给予舍曲林（规格：50 

mg/ 片）治疗，起始剂量为 50mg/ 天，晨起口服，2
周内逐渐加量至治疗量 100mg/ 天，疗程 6 周。治疗

期间禁止合并使用其它抗抑郁药物、抗精神病药、

锂盐及电休克治疗，不使用免疫调节剂；研究过程中

若有睡眠障碍可根据情况适当加用苯二氮类药物改

善睡眠。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中药方剂

柴胡龙牡汤，处方：生龙骨（先煎）、生牡蛎（先煎）

各 30g，半夏、生姜、柴胡、大枣各 15g，黄岑、茯苓、

白芍各 10g，生大黄 5g，肌肉抽动、手颤者加天麻、

石决明；胸痛、胸闷者加丹参和枳壳。加水煎至 200 

mL，口服，2 次 / 天，共服用 6 周。

1.3　疗效评定

运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来评定抑郁症

状的严重程度［2］。HAMD 总分减分率 =（治疗前值 −
治疗后值）/ 治疗前值 ×100％。减分率≥ 75％为痊

愈，减分率 50％~74％为显效，减分率 25％~49％

为好转，减分率 <25％为无效。总有效率 = 痊愈率、

显效率与好转率之和。

1.4　考察指标

所有患者入组时、治疗 6 周结束后第 2 天均在

早晨 8 点到 10 点之间采集前臂静脉血 5 mL。按照产

品说明书操作规程，采用 ELISA 检测血清白细胞介

素 -2（IL-2）、IL-6、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的

水平，IL-2、IL-6 和 TNF-α测定试剂盒购自深圳晶

美生物工程公司。观察记录治疗过程中发生的恶心、

口干、头晕等不良反应。以上考察指标在治疗前、

后进行组间比较。

1.5　统计分析

数据处理采用 SPSS 20.0 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计量资料用 t 检验，计数资

料用 χ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疗效

见表 1。治疗组临床总有效率显著大于对照组

（χ2=4.221，P=0.040）。
表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n） 痊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34） 15 11 6 2 94.1*

对照组（34） 11 9 6 8 76.5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HAMD 评分

见表 2。两组患者治疗后第 2、4、6 周 HAMD 评

分均显著小于治疗前评分（均 P<0.05）；两组患者治疗

前及治疗后第 2 周的 HAMD 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治疗后第 4、6 周的 HAMD

评分均显著小于对照组相应时间点评分（均 P<0.05）。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HAMD评分比较（x±s，分）
组别（n） 治疗前 第2周 第4周 第6周

治疗组（34） 29.76±5.68 16.83±6.34▲ 10.05±4.86▲■ 7.12±4.25▲■

对照组（34） 29.13±6.02 17.05±5.87▲ 13.29±5.61▲ 9.51±5.11▲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P<0.05；与对照组相同时间点比较：■ P<0.05。

2.3　炎性因子水平

见表 3。两组患者治疗后血清 IL-2、IL-6 及

TNF-α水平均明显小于治疗前（均 P<0.05）；治疗组

患者治疗后血清 IL-2、IL-6 及 TNF-α水平下降幅度

显著大于对照组治疗后相应指标（均 P<0.05）。

2.4　不良反应

对照组患者出现白细胞下降 2 例，头晕、恶

心各 1 例，转氨酶轻度升高 1 例；治疗组患者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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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下降、头晕、疲倦、转氨酶轻度升高各 1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上述头晕、恶心、疲倦等不良反应症状

轻微自行消失，白细胞下降与转氨酶升高给予对症

用药后恢复正常水平。

3　讨论

抑郁症与前炎症细胞因子水平升高密切相关［5］。

研究表明首发抑郁症患者血清 IL-6、TNF-α、IL-l

浓度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而血清 IL-4、IL-10 浓

度则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2］。抗抑郁药对炎症前细

胞因子有抑制作用，对抗炎症因子有刺激作用，抗

抑郁药有可能通过对免疫系统调节产生抗抑郁作用，

如舍曲林在改善抑郁症状的同时能降低抑郁症患者

血清 IL-2、IL-6、TNF-α 等水平［6］，与本研究结果

一致。此外，舍曲林可有效改善脑卒中患者抑郁症

状，HAMD 评分明显减小，且降低血清炎性因子水

平［7］，说明舍曲林可能通过控制炎性反应而改善抑

郁患者的神经功能症状［7］。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

HAMD 评分显著减小，说明抑郁症状得到改善。

柴胡龙牡汤是“郁症”治疗的中医方剂，方中

龙骨牡蛎重镇安神、柴胡疏肝解郁［8］。柴胡龙牡汤

可能通过显著增加抑郁症动物模型脑部组织纹状体

和皮层部位单胺类神经递质 5- 羟色胺和多巴胺的含

量，发挥抗抑郁作用，进而改善抑郁模型大鼠抑郁

症状［9］。柴胡龙牡汤可显著缓解卒中后抑郁患者的

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提高认知功能，有效改善

抑郁患者生活质量［10］。加味柴胡龙牡汤治疗缺血性

脑卒中疗效显著［3］。

本研究结果表明中药柴胡龙牡汤联合舍曲林治

疗首发抑郁症患者效果显著，可能与减轻患者机体

炎性损伤有关，其中更确切的分子机制有待将来进

一步深入的研究。本研究还存在研究时间短，研究

样本量小，只研究血清，未研究脑脊液等不足之处。

在今后的研究中需加大样本量及延长研究时间，将

抑郁症的不同亚型、分期等考虑在研究范围内，为

抑郁症的免疫学说提供更有利的证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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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炎性因子表达水平的比较（x±s，pg/mL）

组别（n） IL-2 IL-6 TNF-α

治疗组（34） 治疗前 43.28±12.76 61.24±16.13 82.04±17.53

治疗后 15.14±7.59▲■ 26.38±8.43▲■ 36.12±9.75▲■

对照组（34）
治疗前 41.65±13.04 62.01±17.36 83.21±18.41

治疗后 24.46±12.83▲ 37.24±11.25▲ 49.37±12.07▲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P<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