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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酞普兰联合中药郁乐方治疗对于抑郁症的HAMD、 HAMA、 MADS评分
及安全性研究

杜明君 、 肖伟霞 、 申丽娟 、 蒋燕升

【摘要】目的　探讨西酞普兰联合中药治疗对于抑郁症的 HAMD、 HAMA、 MADS 评分及安全性等

影响。方法　将 201� 年 1 月 ~2015 年 12 月来我院接受治疗的 15� 例抑郁症患者纳入本研究。按照入

院顺序抽签后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西酞普兰联合中药治疗。对照组：西酞普兰治疗。

观察患者临床疗效。结果　实验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8�.�4％，高于对照组的 ��.2�％（P< 0.05）；实验

组治疗后 HAMD、HAMA、MADS 评分低于治疗前和对照组治疗后（P< 0.05）；对照组治疗后 HAMD、

HAMA、MADS 评分低于治疗前（P< 0.05）。实验组治疗后血清皮质醇、NE 水平低于治疗前和对照

组治疗后（P< 0.05）；对照组治疗后血清皮质醇、NE 水平低于治疗前（P< 0.05）。实验组治疗后 PFP-

5-HT 水平低于对照组治疗后（P< 0.05）；对照组治疗后 PFP 水平高于治疗前（P< 0.05）。实验组不良

反应总发生率为 1�.��％，和对照组 28.21％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西酞普兰

联合中药治疗抑郁症，效果较好，患者 HAMD、 HAMA、 MADS 评分较低，血清皮质醇、PFP-5-HT、

NE 水平控制较好，安全性较好，临床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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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n the scores of HAMD，HAMA，MADS and safety for th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by cita-
lopram combine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DU Mingjun，XIAO Weixia，SHEN Lijuan，et al .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xiang Medical College，Xinxiang 45300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n the scores of HAMD，HAMA，MADS and safety for th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by citalopram combine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Methods　156 cases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the experiment group were treated by 

citalopram combine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by citalopram. The clinical effects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experiment group（89.74％）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69.23％）（P<0.05）；The scores of HAMD，HAMA，MADS in the experiment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lower 

than before treatment and after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scores of HAMD，HAMA，MADS for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lower than before treatment（P<0.05）；The levels of serum cortisol，NE for the ex-

periment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lower than before treatment and after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levels of serum cortisol，NE for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lower than before treatment（P<0.05）；The lev-

els of PFP-5-HT for the experiment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lower than after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levels of PFP-5-HT for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higher than before treatment（P<0.05）；There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 adverse reactions for the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It has good clinical effects 

for th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by citalopram combine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it has high values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 Citalopram；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erum cortisol；PFP

［作者工作单位］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河南省精神病院）（新乡，45�002）。

［第一作者简介］杜明君（1���.01-），女，河南新乡人，本科，主治医师，研究方向：精神分裂症、情感障碍及伴有躯体

疾病的精神障碍。

［通讯作者］杜明君（Email：xxdumingjun@1��. com）。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8 年第 45 卷第 1 期 - ��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抑郁症是临床常见精神障碍，严重影响患者

的生活质量。抑郁症病情迁延难愈，临床在治疗抑

郁症方面，主要通过药物控制［1］。但单一的药物治

疗效果欠佳。研究有效的治疗措施，改善患者的生

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我院开展了西酞普兰联合

中药治疗对于抑郁症方面的研究，分析了其对患者

HAMD、 HAMA、 MADS 评分及安全性等方面的影响。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13 年 1 月 ~2015 年 12 月来我院接受治疗

的 156 例抑郁症患者纳入本研究。本试验采取单盲

试验，按照入院顺序抽签后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

组，实验组男女比例 19∶20，年龄为 18~65 岁，平

均年龄为（33.78±9.84）岁；病程为 6 个月 ~20 年，

平均病程为（10.87±2.48）年。对照组男女比例 17：

22，年龄为 18~64 岁，平均年龄为（34.25±9.96）岁；

病程为 6 个月 ~21 年，平均病程为（11.34±2.97）年。

2 组患者的性别比例、年龄构成、病程资料没有统计

学差异（P>0.05）。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符合国际疾病分类标准 ICD-10 中抑

郁发作的诊断标准；患者家属知情同意，签署知情同

意协议书，可配合完成本研究。

排除标准：合并其他严重疾病者；不符合本研究

用药指征者。

1.�　方法

患者均在治疗前停药 2 周再开始本研究药物治疗。

实验组：西酞普兰联合中药治疗。西酞普兰，

开始剂量为 10mg/d，逐步在 2 周内增加至 20mg/d。

中药郁乐方：知母 30g，麦冬 15g，香附 10g，川芎

20g，柏子仁 15g，龙齿 30g，远志 15g，百合 20g，

郁金 10g，白芍 30g，酸枣仁 30g，夜交藤 30g，珍珠

母 30g。水煎服，150ml 药液，1 剂 /d，早晚各 1 次。

对照组：西酞普兰治疗。方法同实验组。

患者均治疗 8 周。

1.4　观察指标

观 察 患 者 临 床 疗 效 、 汉 密 尔 顿 抑 郁 量

表 （ H A M D ）、 H a m i l t o n 焦 虑 量 表 （ H A M A ）、

Montgomery-Asber9 抑郁量表（MADS）评分、血清皮

质醇、PFP-5-HT、去甲肾上腺素（NE）水平以及安

全性。

疗效评价：（治疗后 HAMD 评分 - 治疗前 HAMD

评分）/ 治疗前 HAMD 评分 ×100％，高于 75％为痊

愈，50％~75％为显效，高于 25％，低于 50％为有

效，≤ 25％为无效。总有效率为痊愈率、显效率和

有效率的和。

血清皮质醇：采取放射免疫测定法。

PFP-5-HT：采取 ELISA（酶联免疫法）测定。

NE：采取 ELISA 测定。

1.5　统计学分析

使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2 统计学软件进行本研

究数据分析，计量数据用（x±s）表示，计数数据用

百分比（％）表示，分别用 t 和 χ2 检验，P<0.05 表

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2 组患者疗效对比

实验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89.74％，高于对照组的

69.23％（P<0.05），见表 1。

表1　2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n，％）

分组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实验组（n=78）18（23.08）26（33.33）26（33.33） 8（10.26） 70（89.74）*

对照组（n=78） 4（5.13） 18（23.08）32（41.03）24（30.77） 54（69.23）

注：与对照组对比，*P<0.05。

2.2　2 组患者治疗前后 HAMD、HAMA、MADS

评分对比

实验组治疗后 HAMD、HAMA、MADS 评分低

于治疗前和对照组（P<0.05）；对照组治疗后 HAMD、

HAMA、MADS 评分低于治疗前（P<0.05）。见表 2。

表2　2组患者治疗前后HAMD、HAMA、MADS评分对比
（分，x±s）

分组 时间 HAMD HAMA MADS

实验组（n=78）治疗前 31.69±5.98 21.76±5.48 35.79±6.27

治疗后 7.79±2.46△* 5.57±1.54△* 9.57±5.44△*

对照组（n=78）治疗前 31.24±5.38 20.97±4.96 35.14±5.97

治疗后 13.34±2.74△ 11.34±2.98△ 15.3445.21△

注 ：与同组治疗前对比，△P<0 .05，与对照组对比，
*P<0.05。

2.�　2 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皮质醇、PFP-5-

HT、NE 水平对比

实验组治疗后血清皮质醇、NE 水平低于治疗前

和对照组（P<0.05）；对照组治疗后血清皮质醇、NE

水平低于治疗前（P<0.05）。实验组治疗前后 PFP-

5-HT 水平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

组治疗后 PFP-5-HT 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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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随着研究的发展，医学研究的进步，中医药治

疗抑郁症的报道不断出现。本文采取西酞普兰联合

中药治疗，效果较好。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

治疗后血清皮质醇、NE 水平低于治疗前和对照组，

有统计学差异（P<0.05）；实验组治疗后 PFP 水平低

于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中药在治疗

抑郁症方面，主要是 5-HT、NE 等神经递质作用，

发挥抗病机理。 机体在正常情况下，血清皮质醇浓

度范围为 221~442nmol/L，PFP-5-HT 浓度范围为

0.22~2.05μmol／L，NE 浓度范围为 10~70μg/L。改

善血清皮质醇浓度、PFP-5-HT 浓度、NE 浓度水平，

可以控制患者病情，提高患者生活质量。NE 水平受

血压变化的影响，PFP-5-HT 必须要有相应的受体介

导才能发挥作用，皮质醇受垂体分泌的促肾上腺皮

质激素的调节。一般情况下，其他因素对这些指标

影响相对较小。

抑郁症的发病，多因思虑、忧郁等发病，患者

气机结滞，耗气灼血，心神扰动，从而发病［8-11］。

本文所选中药方剂，其能够滋阴清热安神，解郁理

气疏肝，达到较好的治疗效果。本文研究结果显

示，实验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89.74％，高于对照组的

69.23％，有统计学差异（P<0.05）。方剂中，知母、

百合、远志等，均可以养心安神，镇静安神，诸药

合用，达到治疗的效果［12］。

另 外 ， 本 文 研 究 结 果 显 示 ， 实 验 组 治 疗 后

HAMD、HAMA、MADS 评分低于治疗前和对照组，

有统计学差异（P<0.05）。抑郁症的发病，和 PFP-

5-HT、NE 等有密切的联系。治疗过程中，通过改善

PFP-5-HT、NE 的水平，达到治疗的效果。

中药联合使用，药物的安全性较好。本文研究

结果显示，实验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 16.67％，和

对照组 28.21％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患者总不良反应发生较少，安全性较高。

总之，西酞普兰联合中药治疗抑郁症，效果较

好，患者 HAMD、 HAMA、 MADS 评分较低，血清皮

质醇、PFP、NE 水平控制较好，安全性较好，临床

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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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治疗后 PFP 水平高于治疗前（P<0.05）。见表 3。

2.4　2 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对比

实验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 16.67％，和对照组

28.21％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3　讨论

抑郁症是现阶段人口致残的主要病因，世界卫

生组织指出，发展到 2030 年，预计抑郁症造成的疾

病负担将会占全球疾病负担的 6.2％［2-5］。因此，研

究有效的抑郁症治疗措施有十分重大的价值［6-7］。

中医药在治疗抑郁症方面，有比较完善的认

表3　2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皮质醇、PFP-5-HT、NE水平对
比（x±s）

分组 时间
血清皮质醇
（nmol/L）

PFP-5-HT
（ng/mL）

NE（pg/mL）

实验组（n=78）治疗前 492.85±14.79 10.68±2.51 355.81±16.98

治疗后 400.26±13.77△* 11.79±3.57* 305.24±14.52△*

对照组（n=78）治疗前 495.68±15.35 10.74±2.61 346.79±15.77

治疗后 452.18±15.37△ 15.33±3.18△ 332.79±15.21△

注 ：与同组治疗前对比，△P<0 .05，与对照组对比，
*P<0.05。

表4　2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对比（n，％）

分组 躯体疲倦 头痛 睡眠障碍 出汗 便秘 其他（恶心、呕吐、嗜睡、兴奋） 总发生

实验组（n=78） 2（2.56） 0（0.00） 2（2.56） 4（5.13） 4（5.13） 1（1.28） 13（16.67）

对照组（n=78） 6（7.69） 2（2.56） 2（2.56） 2（2.56） 6（7.69） 4（5.13） 22（2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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