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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拉法辛缓释剂联合综合心理干预治疗产后抑郁症的临床疗效

顾颖华 1 、 刘　琴 2 、 陈振林 3 、 杨立夏 3

【摘要】目的　讨文拉法辛缓释剂联合综合心理干预治疗产后抑郁症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

2015 年 3 月 ~2017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产后抑郁症患者 16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80 例。

对照组给予文拉法辛缓释剂，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综合心理干预治疗。采用抑郁自评量表

（SDS）、焦虑自评量表（SAS）评估患者焦虑抑郁及临床症状情况。观察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治

疗前后 SDS、SAS 值的变化。结果　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 93.75％高于对照组（73.75％），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0.01）；治疗后，两组患者 SAS、SDS 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且观察组患者 SAS、SDS

评分降低幅度较对照组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01）；观察组治疗总依从率为 91.25％优于对照

组（62.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结论　文拉法辛缓释剂联合综合心理干预治疗产后抑

郁症患者，临床疗效确切，能有效的改善患者的焦虑抑郁状态，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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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icacy of venlafaxine ER combined with comprehens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the treat-
ment of patients with postpartum depression　　GU Yinghua，LIU Qin，CHEN Zhenlin，et al. Taizhou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Care Center，Taizhou 2253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venlafaxine ER combined with comprehensive psy-

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postpartum depression. Methods　16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postpartum depress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5 to March 2017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each with 80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venlafaxine ER，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comprehens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and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depression，anxiety and clinical symptoms 

of the patients.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and the changes of SDS and SAS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93.75％）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73.75％），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1）；After treatment，

SAS and SDS scores in two groups were both lower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and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got lower SAS and SDS scores than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01）. The to-

tal complianc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1.25％（62.50％），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1）. Conclusion　Venlafaxine ER combined with comprehens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postpartum depression has better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to improve the patient'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and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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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抑郁症是发生于产后 1 个月 ~1 年内的抑郁

症。产后抑郁症不仅对产妇和婴儿的身心健康造成

影响，还能对患者家庭、婚姻关系的稳定性造成影

响［1］。近年来国内外大量研究证实抗抑郁药物联合

心理干预治疗产后抑郁症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能

有效的改善产后抑郁症患者焦虑抑郁状态，提高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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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治疗依从性，有助于促进患者的早期康复［2］。本

研究对产后抑郁症患者采用文拉法辛缓释剂联合综

合心理干预，取得良好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5 年 3 月 ~2017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产

后抑郁症患者 160 例。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符合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及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

中关于产后抑郁症的相关诊断标准［3］；均为足月产

妇；所有患者应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焦虑自评

量表（SAS）评分量表进行评分，SAS 评分 >50 分，

SDS 评分 >53 分。排除既往存在精神病史，脑部器

质性疾病，严重心、肝、肾功能能障碍者。按随机

数字法将 160 例产后抑郁症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每组 80 例。观察组中年龄 21~35 岁，平均年龄

（28.43±4.36）岁；病程 1~7 个月，平均病程（2.86
±0.73）个月；受教育年限 2~18 年，平均（9.48±

2.47）年；初产妇 54 例，经产妇 26 例。对照组中年

龄 23~37 岁，平均年龄（29.67±5.13）年；病程 2~8
个月，平均病程（2.94±0.76）个月；受教育年限

1~17 年，平均（9.16±2.27）年；初产妇 57 例，经产

妇 23 例。两组年龄、病程、受教育年限、初 / 经产

妇等一般资料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取得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所有患者在充分知情同意后均自愿参加。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文拉法辛缓释剂治疗，起始剂量为

75mg/ 次，1 次 /d，根据患者服药 1 周的效果调整用

药剂量，药物剂量可增加至 225mg/ 次，1 次 /d，清

晨服用，对于严重嗜睡患者可睡前服用。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综合心理干预，

具体操作如下：①心理干预：医护人员通过倾听、关

注、理解及同情患者，从而获取其信任，根据患者

心理状态采取积极的心理干预措施，消除患者心理

顾虑及压力，从而获得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积极配

合。②认知干预：通过宣教或发放小手册向患者介绍

产后抑郁症的基本知识，使患者能正确的认识及对

待产后抑郁症，改善以往患者对产后抑郁症的错误

认知，使患者认识到心理因素在产后抑郁症中发挥

的重要作用。③放松疗法：对产后抑郁症患者采用肌

肉松弛、听轻音乐等放松疗法，使患者心理压力逐

渐被消除，从而改善患者焦虑抑郁的心理状态。两

组患者均计划治疗 3 个月。

1.3　焦虑抑郁状态评估

患者入院后治疗前采用 SDS、SAS 评分量表评

估患者的焦虑抑郁状态；患者接受治疗 3 个月后再次

行 SDS、SAS 评分量表评估其焦虑抑郁状态。

1.4　观察指标

观察比较两组临床疗效，治疗前后 SDS、SAS

评分量表分值的变化情况。

① SDS 和 SAS 评分标准［4］：SAS 和 SDS 评分量

表均含有 20 个项目，每个项目采用 4 级评分法，对

应 1~4 分，分别统计 SAS、SDS 评分量表各项分值，

将粗分值乘以 1.25（100/80），换算成百分制。SAS、

SDS 中国常模标准总分分别为 50 和 53，即 SAS 评分

超过 50 分可视为存在焦虑，分值越高，焦虑症状越

严重；SDS 评分超过 53 分可视为存在抑郁，分值越

高，抑郁症状越严重。②临床疗效评定标准［5］：基本

痊愈：焦虑抑郁症状基本消失，SAS、SDS 减分率超

过 75％；显效好转：焦虑抑郁症状明显减轻，SAS、

SDS 减分率为 50％~74％；好转：焦虑抑郁症状减轻，

SAS、SDS 减分率为 25％~49％；无效：焦虑抑郁症

状改善不明显或加重，SAS、SDS 减分率低于 25％。

减分率 =（治疗前 - 治疗后）/ 治疗前 x100％；总有效

率 =（基本痊愈 + 显效好转 + 好转）/ 病例数 x100％。

③治疗依从性判定标准［6］：完全依从：患者在治疗过

程中坚持规律治疗并严格执行医嘱；一般依从：患者

在治疗过程中基本能执行医嘱，但偶不规律治疗；不

依从：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常不遵循医嘱，不能长期

坚持规律治疗。总依从率 =（完全依从 + 一般依从）

/ 病例数 x100％。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分析，计

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采用 t 检验；

定性资料以百分比（n，％）表示，采用 χ2 检验，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 SAS、SDS 评分对比分析治

疗前

两组患者治疗前 SAS、SDS 评分相比，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SAS、

SDS 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且观察组患者 SAS、

SDS 评分降低幅度较对照组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如表 1 所示。

2.2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分析

两 组 临 床 治 疗 总 有 效 率 分 别 为 9 3 . 7 5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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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对比分析

两 组 患 者 治 疗 总 依 从 率 分 别 为 9 1 . 2 5 ％ 和

62.50％，观察组治疗总依从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χ2=18.60，P<0.01），如表 4 所示。
表4　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对比分析［n，（％）］

完全依从 一般依从 不依从 总依从率

观察组（n=80） 46（57.50） 27（33.75） 7（8.75） 73（91.25）

对照组（n=80） 23（28.75） 27（33.75）30（37.50） 50（62.50）

χ2 18.60

P <0.01

3　讨论

产后抑郁症是产妇分娩后最常见的并发症，近

年来，产后抑郁症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因目

前对产后抑郁症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且无

明显有效的预防方法及治疗药物。随着对产后抑郁

症的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目前大部分学者认为心理、

生理、社会及环境等因子的综合作用结果是导致产

妇产后抑郁症的病因，其中心理因素在其病因中起

主要作用［7］。以往临床上对产后抑郁症患者仅采用

单纯的抗抑郁药物治疗，虽能取得一定的临床疗效，

但仍有一部分患者的疗效不明显。近年来，学者对

产后抑郁症的研究，已从单纯的抗抑郁药物治疗向

抗抑郁药物联合心理干预治疗模式发展［8］。

 文拉法辛是一种新型的抗抑郁药，该药物

可通过抑制神经元突触前膜对去甲上腺素（NE）和

5-HT 的再摄取，从而增加 NE 和 5-HT 在中枢突触间

隙的浓度，从而发挥抗抑郁作用。综合心理干预通过

宣教及发放宣传手册，使患者能正确的认识产后抑郁

症，改变患者以往对产后抑郁症的负性认识，帮助患

者正确对待产后抑郁症，分析及认识自身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正确的解决方案，从而提高临床疗效及患

者的治疗依从性。通过认知和心理干预提高患者的积

极性，消除患者的消极心理，提高产妇的心理社社会

应激能力，积极面对各种不良的刺激，从而改善焦虑

抑郁状态，从而达到治疗抑郁症的目的［9］。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两组患者 SAS、SDS

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且观察组患者 SAS、SDS 评

分降低幅度较对照组大；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为

93.75％优于对照组（73.75％），与石巧妹［10］的研究

结果相似；治疗后，观察组治疗总依从率为 91.25％

优于（62.50％），与钟光彩等［11］研究结果相似。提

示文拉法辛缓释剂联合综合心理干预，能有效的提

高产后抑郁症的临床疗效，减轻患者焦虑抑郁状态，

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综上所述，综合心理干预联合文法拉辛缓释剂

治疗产后抑郁症，临床疗效确切，能有效的提高患

者的治疗依从性，从而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减轻

患者的焦虑抑郁状态，进而有助于患者早期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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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5％，观察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1.76，P<0.01），如表 2 所示。

表1　两组治疗前后SAS、SDS评分对比分析（x±s，分）

组别
SAS评分 SDS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n=80） 56.43±9.23 32.45±5.77* 54.96±9.63 31.18±6.87*

对照组（n=80） 55.73±8.87 44.69±7.96* 55.42±8.67 43.48±7.69*

t 0.49 11.14 0.32 10.67

P >0.05 <0.001 >0.05 <0.001

注：*表示与同组治疗前相比，观察组tSAS=19.70，tSDS=17.98，P<0.001；对照组tSAS=8.29，tSDS=9.22，P<0.001。

表2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分析（n，％）

组别 基本痊愈 显效好转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n=80） 29（36.25） 25（31.25） 21（26.25） 5（6.25） 75（93.75）

对照组（n=80） 15（18.75） 18（22.50） 26（32.50） 21（26.25） 59（73.75）

χ2 11.76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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