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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西汀联合脑功能治疗仪治疗抑郁症的疗效观察

吴振国 、 朱颀峰 、 郭新字 、 乔　君 、 孙　默

【摘要】目的　探讨氟西汀联合脑功能治疗仪治疗抑郁症临床疗效。方法　对我院 2015 年 4 月

~2017 年 4 月收治的 80 例抑郁症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依据治疗方法将这些患者分为氟西

汀联合脑功能治疗仪治疗组（联合治疗组，n=40）和单独氟西汀治疗组（单独治疗组，n=40）两组，

对两组患者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神经功能缺损评分（Neurologic 

impairment score，SSS）量表、日常生活能力 Barthel 指数（Barthel index，BI）、临床疗效、睡眠、自

知力改善情况、治疗依从性、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联合治疗组患者的 HAMD 评

分、SSS 评分均显著低于单独治疗组（P< 0.05），BI 指数显著高于单独治疗组（P< 0.05），治疗的总有

效率显著高于单独治疗组（P< 0.05），睡眠改善率、自知力改善率、治疗依从性均显著高于单独治疗

组（P< 0.05）。结论　氟西汀联合脑功能治疗仪治疗抑郁症临床疗效较单独氟西汀治疗显著，更能

有效改善患者的焦虑情绪、神经功能、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睡眠、自知力，提升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且不会在明显增加患者的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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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of fluoxetine combined with brain function therapy apparatus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WU Zhenguo，ZHU Qifeng，GUO Xinzi，et al. Department of mental health，the first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 05003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fluoxetine combined with brain function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8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15 to April 2017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these patients were divided with fluoxetine combined with brain function 

therapy apparatus treatment group（combined treatment group，n=40）and fluoxetine treatment group（single treatment 

group，n=40）. The HAMD scores，SSS scores，BI indexes，clinical efficacy，sleep and insight improvement situa-

tions，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incidences of adverse reac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HAMD score，SSS score in the combined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P<0.05），

the BI index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P<0.05），the total treatment efficienc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single treatment group（P<0.05），the sleep improvement rate，insight improvement rate，treatment complianc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single treatment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fluoxetine com-

bined with brain function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single fluoxetine treatment，can 

more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nxiety，neurological function，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sleep，insight，improve com-

pliance，and will not greatly increase the adverse reactions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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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常见精神疾病，药物治疗、物理治疗

和心理治疗是最常用的治疗方法［1］。氟西汀是常用

的抗抑郁药物。脑功能治疗仪使用仿真生物电从乳

突穴对小脑顶核进行刺激，能够改善患者的脑内血

［基金项目］ 2014 年河北省医学科学研究指令课题（ZD20140207）。

［作者工作单位］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石家庄，050031）。

［第一作者简介］吴振国（1981.07-），男，河北石家庄人，硕士，主治医师，研究方向：精神科方面。

［通讯作者］朱颀峰（Email：zhuqifeng1975@163. com）。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8 年第 45 卷第 6 期 - 1055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液循环及脑细胞代谢 ［2，3］。本研究探讨氟西汀联合脑

功能治疗仪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我院 2015 年 4 月 ~2017 年 4 月收治的 80 例抑

郁症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纳入标准：所有

患者均符合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中国精神疾病分

类与诊断标准《CCMD-3》）［4］，均知情同意；排除标

准：将既往有躁狂发作病史、显著代谢性疾病、阿片

类物质滥用史、心电图、肝功能检查显著异常、近

1 个月内接受过电休克治疗等。患者按照治疗方法

分为氟西汀联合脑功能治疗仪治疗组（联合治疗组，

n=40）和单独氟西汀治疗组（单独治疗组，n=40）两

组。联合治疗组患者中男性 18 例，女性 22 例，年

龄 25~60 岁，平均（41.4±12.0）岁；病程 3~18 个月，

平均（10.5±4.7）个月。单独治疗组患者中男性 17
例，女性 23 例，年龄 26~60 岁，平均（42.5±12.3）

岁；病程 4~18 个月，平均（11.3±4.4）个月。两组患

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通过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通过。

1.2　方法

单独治疗组患者接受单独氟西汀治疗，让患者

口服氟西汀（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110442），起

始剂量为 20mg/d，2~3d 后在缺乏显著效果的情况下

将剂量增加到 30mg/d，治疗期间将最大剂量控制在

40mg/d，平均 31.2mg/d；联合治疗组患者接受氟西

汀联合脑功能治疗仪治疗，氟西汀用法同上，同时

采用脑功能治疗仪对患者进行治疗，采用 YS-7004
型脑功能治疗仪，将交变电磁场频率设定为 50Hz，

使其从颅骨直接透过，向脑内较深组织抵达，每次

20min，每天 1 次，1 周为 1 个疗程，共治疗 6 周。

1.3　观察指标

治疗前后分别应用 17 项版本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神经功能缺损

评分（Neurologic impairment score，SSS）量表（中华神

经科学会）、日常生活能力 Barthel 指数（Barthel index，

BI）量表对两组患者的抑郁程度、神经功能缺损程度、

日常生活能力进行评定，随着评分的提升，患者的抑

郁程度、神经功能缺损程度逐渐加重，日常生活能力

逐渐提升［5-7］。同时，自制调查量表对两组患者的睡

眠、自知力改善情况、治疗依从性进行调查和记录。

此外，统计两组患者的厌食、疲乏、头晕头痛、呼吸

困难、睡眠异常、视觉异常等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4　疗效评定标准

依据 HAMD 评分减分率对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

进行评定，计算方法为治疗前后评分与治疗前评分

的百分率，0~24％、25％~49％、50％~74％、75％

~100％分别评定为无效、进步、显著进步、痊愈［8］。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软件 SPSS20.0 分析数据，用（x±s）表示

两组患者的 HAMD 评分、SSS 评分、BI 指数等计量

资料，用 t 检验组间比较；用率（％）表示两组患者

的临床疗效、睡眠、自知力改善情况、治疗依从性、

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等计数资料，用 χ2 检验组间比

较，检验标准a=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HAMD 评分、SSS 评

分、BI 指数变化情况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HAMD 评分、SSS 评分、BI

指数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P>0.05），两组患者治

疗后的 HAMD 评分、SSS 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

（P<0.05），BI 指数均显著高于治疗前（P<0.05），

治疗后联合治疗组患者的 HAMD 评分、SSS 评分均

显著低于单独治疗组（P<0.05），BI 指数显著高于单

独治疗组（P<0.05），具体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HAMD评分、SSS评分、BI指数变

化情况比较（x±s）

组别 n 时间 HAMD评分（分） SSS评分（分） BI指数

联合治疗组 40 治疗前 21.8±3.1 26.7±3.9 26.9±7.4

治疗后 8.7±2.3#* 10.3±3.9#* 61.6±8.2#*

单独治疗组 40 治疗前 21.4±2.8 26.4±3.6 25.6±6.8

治疗后 15.9±2.6# 19.9±3.4# 39.1±7.6#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单独治疗组比较，
*P<0.05

2.2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联 合 治 疗 组 患 者 治 疗 的 总 有 效 率 9 0 . 0 ％

（36/40）显著高于单独治疗组 75 .0 ％（30/40）

（P<0.05），具体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n 痊愈 显著进步 进步 无效 总有效

联合治疗组 40 22（55.0）10（25.0）4（10.0）4（10.0） 36（90.0）*

单独治疗组 40 18（45.0） 9（22.5） 3（7.5）10（25.0）30（75.0）

χ2 12.83

P <0.05

注：与单独治疗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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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患者的睡眠、自知力改善情况、治疗依从性比较
联合治疗组患者的睡眠改善率、自知力改善率、

治疗依从性 92.5％（37/40）、95.0％（38/40）、90.0％

（36/40）均显著高于单独治疗组 82.5％（33/40）、

77.5％（31/40）、82.5％（33/40）（P<0.05），具体见

表 3。
表3　两组患者的睡眠、自知力改善情况、治疗依从性比较（例/％）

组别 n 睡眠改善 自知力改善 治疗依从

联合治疗组 40 37（92.5）* 38（95.0）* 36（90.0）*

单独治疗组 40 33（82.5） 31（77.5） 33（82.5）

χ2 7.38 9.35 5.02

P <0.05 <0.05 <0.05

注：与单独治疗组比较，*P<0.05

2.4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10.0 ％（4/40）、

7.5％（3/40）之间的差异不显著（P>0.05），具体见

表 4。
表4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例/％）

组别 n 厌食 疲乏
头晕 
头痛

呼吸 
困难

睡眠 
异常

视觉 
异常

总发生

联合治疗组 40 1（2.5） 0（0） 1（2.5） 0（0） 1（2.5）1（2.5）4（10.0）

单独治疗组 40 2（5.0） 0（0） 0（0） 1（2.5） 0（0） 0（0） 3（7.5）

χ2 1.32

P >0.05

3　讨论

抑郁症会导致患者悲观厌世，出现自杀企图或

行为，严重影响患者及其家庭。遗传因素、心理社

会因素均对抑郁症的发生造成影响［9］。常用的抗抑

郁药物如氟西汀，尽管对多数患者疗效尚可，但部

分患者疗效欠佳，而且药物不良反应也因人而异，

所以如果结合抑郁症的非药物治疗方法可能效果更

佳［10］。

本研究发现：联合治疗组患者的抑郁评分、神经

功能缺损评分均显著低于单独治疗组，日常生活活

动能力显著高于单独治疗组，治疗的总有效率显著

高于单独治疗组，睡眠改善率、自知力改善率、治

疗依从性均显著高于单独治疗组，但两组患者的不

良反应发生率之间的差异不显著，说明氟西汀联合

脑功能治疗仪治疗抑郁症的效果更佳，而且不增加

不良反应。脑功能治疗仪的设计原理为应用交变电

磁场对人体大脑生物电磁场进行仿照，向颅脑深层

输入交变电磁场（特定规律频率达 50Hz），途径为通

过特别的非侵入性电磁刺激线圈，在耳后乳突穴位

粘贴电极片，对小脑顶核进行刺激，从而对患者的

情绪及睡眠进行有效改善，促进患者兴趣的增强及

治疗依从性的提升。由于该治疗不会刺激患者，且

不会引发不良反应，因此极易为患者及其家属所接

受［11，12］。

总之，氟西汀联合脑功能治疗仪治疗抑郁症临

床疗效较单独氟西汀治疗显著，值得推广。但是，

由于本研究样本量较少，因此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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