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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罗西汀联合心理干预治疗围绝经期抑郁症及对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表达的影响

杨会增 、 高　昕 、 张京华 、 韩冬昱

【摘要】目的　研究帕罗西汀联合心理干预治疗围绝经期抑郁症及对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表达的

影响。方法　将我院 2016 年 4 月 ~2017 年 4 月间收治的 88 例围绝经期抑郁症患者分为治疗组（44

例）及对照组（44 例），对照组采取激素序贯疗法联合口服帕罗西汀，在此基础上观察组加用心理干

预，比较两组血清 BDNF 水平及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动态变化，比较两组治疗完成后的

疗效。结果　治疗 4 周时两组血液 BDNF 水平均显著高于干预后 2 周，同时观察组上述指标水平显

著高于对照组（P< 0.05）；干预后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1，χ2=5.44）。干预 4

周时两组 HAMD 评分均显著低于干预 2 周时，同时观察组上述指标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帕罗西汀联合心理干预治疗围绝经期抑郁症具有良好效果，能明显提高 BDNF 水平，降低

HAMD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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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oxetine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peri-menopausal depression and 
its effect on the expression of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YANG Huizeng，GAO Xin，ZHANG Jin-
ghua，et al. Tianjin Anding Hospital，Tianjing 300222，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Paroxetine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the treat-

ment of perimenopausal depression and the expression of 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Methods　From April 2016 

to April 2017，88 patients with peri-menopausal depression were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n=44）and control 

group（n=44）.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hormone sequential therapy combined with oral paroxetine. On this 

basis，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The changes of serum BDNF level and Hamil-

ton Depression scale（HAMD）score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safter treatment. Results　Compared 

with after 2 weeks of treatment，the level of BDNF in both 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while the HAMD scores were 

lower（P<0.05）after 4 weeks of treatment.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1，χ2=5.44），and the level of BDNF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

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after 4 weeks of treatment.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paroxetine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postmenopausal depression is good，which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level of BDNF and reduce the HAMD score.

【Keywords】Paroxetine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Peri-menopausal depression；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围绝经期女性中超过 50％存在不同程度抑郁，

其中 1％~3％患有严重抑郁症［1，2］。目前治疗手段主

要基于激素替代，在此基础上联合使用抗抑郁药物。

帕罗西汀是常用的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具有较

好的抗抑郁作用。心理干预也是抑郁症的重要治疗

手段。相关研究表明［4］，抑郁症患者 BDNF 表达水平

降低，可诱导海马区神经元的生长，低水平的 BDNF

能诱发更严重的抑郁症状。目前关于抗抑郁药、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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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联合心理干预对围绝经期抑郁症患者 BDNF 水平

的影响相关报道较少，故笔者就此展开研究，旨在

为临床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选取我院 2016 年 4 月 ~2017 年 4 月间

收治的 88 例围绝经期抑郁症患者，纳入标准［5］：①

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3 版）关

于抑郁症症诊断标准；②均符合《内分泌病学》中关

于围绝经期综合征的诊断标准；③月经不规律时间

超过两年；④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前 17 项评

分均 >17 分；⑤治疗前未接受抗抑郁病药物治疗或

治疗小于 1 周；⑥均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

除标准：①合并分裂情感性障碍、神经系统发育障

碍、癫痫、严重组织器官疾病或物质依赖者；②其

他原因所致的抑郁；③对本研究涉及药物过敏者；使

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治疗组（44 例）及观察

组（44 例），治疗组患者平均年龄（52.28±6.73）岁，

平均病程（1.76±0.25）年，平均 HAMD 评分（25.12
±2.58），平均 Kupperman 评分（26.76±6.65）；对照

组患者平均年龄（51.67±5.86）岁，平均病程（1.69
±0.21）年，平均 HAMD 评分（25.12±2.58），平均

Kupperman 评分（25.54±7.50）；两组年龄、病程、

HAMD 评分及 Kupperman 评分等一般资料相比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行激素替代治疗，口服妊马雌酮连

续服用 28d，服药第 14d 时，加用醋酸甲羟孕酮 16
天为 1 周期。对照组在此基础上口服盐酸帕罗西汀

（H20093150），20mg/ 次，1 次 /d。在对照组治疗基

础上治疗组增加心理干预：①成立心里干预小组：由

专业素质较高、临床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组成心理

护理干预小组，包括 2 名护师和 1 名主管护师，每周

两次进行 30min 心理行为干预。②建立良好护患关

系：护理人员每次与患者接触沟通时保持微笑，以缓

解患者紧张感，使用诱导式发问以全面细致了解患

者兴趣爱好、性格特征，并进行综合分析，以此为

依据制定个性化心理行为干预方案。明确具体方案

后护士选择多种沟通方式（鼓励、暗示、安慰、解

释及心理疏导），有效协助患者进行角色转换，并帮

助患者纠正不良生活习惯，鼓励树立健康的生活方

式。③适当宣教：组织患者观看围绝经期抑郁症的相

关图片、书籍、录像等，并对其内容进行适当讨论，

使患者消除围绝经期的恐惧和焦虑心理，同时强化

患者围绝经期的保健知识，并对患者的错误认知及

时纠正，引导患者表达自己真实想法，深化正确的

认知。④放松疗法：注重营造温馨病房的重要性，保

持病房良好的温度湿度，定时通风为患者创造良好

休息环境，同时也能增加患者对生活的积极性，助

于康复。定时播放轻音乐助于患者缓解焦虑等情绪，

与此同时引导患者进行肌肉的自我放松，每次训练

15min 的肌肉放松能力，并要求患者掌握具体技巧及

方法，达到舒缓情绪的目的。

1.3　观察指标

①两组治疗前、治疗 2 周后及治疗 4 周后的血

清 BDNF 水平；②两组干预前 24h、干预 2 周时及干

预 4 周时的 HAMD 评分；

1.4　检测方法

所有患者在干预前 24h 及干预后 2 周时、治

疗后 4 周时抽取外周静脉血液 5ml 送检，采用酶联

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标本 BDNF 水平，检测

试剂盒由由武汉华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以

MultiskanMK3 型酶标仪和 Wellwash 4 MK2 型洗板

机［均购自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检测

BDNF 水平。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x±s）表示，数据符合正态分布且方差齐时用 t 检
验，不齐时用校正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秩和检验或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 BDNF 水平动态变化的比较

干预前 24h 两组血液 BDNF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干预 2 周时两组血液 BDNF 水平均

显著高于干预前，同时观察组上述指标水平显著高

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 4
周时两组血液 BDNF 水平均显著高于干预后 2 周，

同时观察组上述指标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前 24h 两组 HAMD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 2 周两组

HAMD 评分水平均显著低于干预前，同时观察组上

述指标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 4 周时两组 HAMD 评分均显著低于

干预 2 周时，同时观察组上述指标水平显著低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情见表 1。

2.2　两组治疗效果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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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后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组间差异显著（P=0.01，χ2=5.44），详情见表 2。
表1　两组BDNF水平动态变化的比较（x±s，ng/mL）

项目 组别 干预前 干预第2周时 干预第4周时

BDNF（ng/mL） 治疗组（n=44） 5.78±2.12 11.07±3.01#* 13.16±4.31#*

对照组（n=44） 5.86±2.24 8.12±2.28* 9.75±3.19*

t 0.17 5.18 4.22

P 0.86 0.00 0.00

HAMD评分 治疗组（n=44） 25.12±2.58 19.15±1.45#* 10.54±1.02#*

对照组（n=44） 24.87±2.48 23.74±0.78* 12.24±2.08*

t 0.46 18.49 4.87

P 0.64 0.00 0.00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1；与对照组比较，*P<0.01

表2　两组治疗效果的比较［n（％）］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n=44） 29（65.91） 7（16.91） 5（11.36） 3（6.82） 93.18

对照组（n=44） 20（45.45） 6（13.64） 7（16.91）11（25.00） 75.00

P - 0.01

χ2 - 5.44

3　讨论

围绝经期综合征与卵巢功能衰竭导致的激素代

谢水平变化关系密切，研究报道［7］，其发生的始动

因素是由于卵巢功能衰退，E 2 分泌减少，对下丘脑

垂体的负反馈减弱，引起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L H

和 FS H 浓度升高，导致下丘脑一垂体一卵巢轴功能

紊乱，进而影响下丘脑单胺类神经递质平衡失调。

女性体内激素水平的变化可使机体出现自主神经功

能失调为主的临床症状，常见抑郁、焦虑、烦躁、

失眠等躯体及精神症状。目前情绪理认为［8］，认知

在情绪经验中扮演重要角色，个体对身体变化的解

释是构成情绪体验的重要原因。身体变化使围绝经

期女性产生不良情绪体验，若得不到科学的疏导，

会加重如恐惧、紧张等一系列精神症状。

目前临床主要采用激素替代疗法及抗抑郁药进

行干预，前者通过外源性激素给药，可迅速改善因

激素水平降低而引发的各类躯体症状及某些抑郁症

状，曹蕾［9］等报道采用激素连续序贯疗法治疗围绝

经期抑郁症患者，其治疗总有效率为 69.39％。可

见单纯激素替代其疗效具有一定局限性。目前常用

典型抗抑郁药物为帕罗西汀，其可通过选择性抑制

突触前膜对机体 5- 羟色胺的再摄取，升高血清 5-

羟色胺水平，此外帕罗西汀还能下调突触后膜对 5-

羟色胺受体的敏感性，进而达到抗抑郁效果［11］。白

细胞介素 -6 及 BDNF 水平与机体精神症状密切相

关［12］。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属于神经生长因子家族，

是 5-HT 能神经元的生长因子，黄彦霞等报道［13］，

发生脑卒中患者其机体 BDNF 水平在卒中后数小时

内可迅速降低，并认为该指标可预测卒中后患者的

预后情况及情绪状态。心理治疗也可以改善抑郁症

状［15］。

本研究中对围绝经期女性采用基于激素、抗抑

郁疗法的心里干预，通过成立小组、建立良好护患

关系、适当宣教及放松疗法等步骤，改善患者精神

症状，促进积极认识的建立。结果发现，干预 2 周

时两组血液 BDNF 水平均显著高于干预前，同时观

察组上述指标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干预 4 周时两组

血液 BDNF 水平均显著高于干预后 2 周，同时观察

组上述指标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干预后观察组治疗

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0.01，

χ2=5.44）；干预后 2 周两组 HAMD 评分水平均显著

低于干预前，同时观察组上述指标水平显著低于对

照组；干预 4 周时两组 HAMD 评分均显著低于干预 2
周时，同时观察组上述指标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

提示帕罗西汀联合心理干预治疗围绝经期抑郁症具

有良好效果，能明显提高 BDNF 水平，降低 HAMD

评分。

综上所述，帕罗西汀联合心理干预治疗围绝经

期抑郁症具有良好效果，能明显提高 BDNF 水平，

降低 HAMD 评分。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观察的时

间也比较短，所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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