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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泰胶囊联合雌二醇片 /雌二醇地屈孕酮片治疗女性更年期失眠伴焦虑抑
郁患者的疗效观察

张　娟 1 、 王静芳 1 、 张小娟 1 、 宋晓婕 2

【摘要】目的　观察女性更年期失眠伴焦虑抑郁患者应用坤泰胶囊联合雌二醇片 / 雌二醇地屈孕

酮片治疗后效果。方法　将我院 10� 例女性更年期失眠伴焦虑抑郁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对

照组 �� 例予坤泰胶囊，观察组 �4 例联合雌二醇片 / 雌二醇地屈孕酮片，对比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性

激素水平、睡眠质量、负性情绪及安全性。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雌二醇 (E2) 水平高于对照组，

卵泡生成激素 (FSH)、黄体生成激素 (LH) 及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症状自评量表 (SCL-90)、

抑郁自评量表 (SDS)、焦虑自测量表 (SAS) 低于对照组（P< 0.0�）；观察组不良事件发生率高于对照组

（P> 0.0�）。结论　坤泰胶囊联合雌二醇片 / 雌二醇地屈孕酮片能够更有效治疗女性更年期失眠以及

伴有的焦虑抑郁情绪。其机制可能与调节性激素水平，改善卵巢功能有关。

【关键词】 坤泰胶囊；雌二醇片 / 雌二醇地屈孕酮片；女性更年期；失眠；焦虑抑郁

【中图分类号】R7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19）01-0147-04

Therapeutic effect of Kuntai Capsule combined with Fentontong on menopausal women with insomnia，
anxiety and depression　　ZHANG Juan，WANG Jingfang，ZHANG Xiaojuan，et al. People's Hospital of Queshan 
County，Zhumadian 4632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Kuntai Capsule combined with Fentonone in the menopausal 

women with insomnia，anxiety and depression. Methods　107 women menopausal with insomnia，anxiety and depres-

sion were enrolled in our hospital by random number table.53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Kuntai capsule，

and 54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combined with Fentonone. The clinical efficacy，sex hormone level and 

sleep quality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and E2 level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FSH，LH and PSQI，SCL-90，SDS and SA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Conclusion　Kuntai Capsule combined with Fenton can effectively 

eliminate female climacteric insomnia and negative emotions in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improve sleep 

quality and symptoms，and its mechanism is related to regulating sex hormone levels，improving ovarian function，and 

high safety.

【Key words】Kuntai capsule；Fentongtong；Female 

me nopause；Insomnia；Anxiety and depression

更年期综合征是妇科常见疾病，对患者的生理、

心理均造成严重影响，临床主要表现为心悸、月经

不调、失眠、抑郁、潮热等症状体征。研究指出［1］，

激素替代疗法联合对症治疗药物能够在消除患者症

状体征的同时，调节机体性激素水平，达到标本兼

治的效果。本研究观察坤泰胶囊联合雌二醇片 / 雌二

醇地屈孕酮片对更年期女性患者失眠伴焦虑、抑郁

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6~2017.12 我院收治的 107 例伴失眠

和焦虑抑郁的更年期女性患者，经实验室、症状体

征等检查确诊符合更年期综合征诊断标准［2］，入睡

时间 >30min，早醒，整夜觉醒次数≥ 2 次，总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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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时间 <6h，抑郁自评量表（SDS）及焦虑自评量表

（SAS）均 >50 分，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经医院伦

理委员会批准。排除药物禁忌症，3 月内应用激素药

物治疗者，依从性差不能配合治疗者。采用随机数

字表法进行分组，对照组 53 例，年龄 46~56 岁，平

均（50.91±5.51）岁；睡眠时间 4~5.8h，平均（4.89
±0.51）h；病程 0.5~6.6 年，平均（3.51±0.36）年。

观察组 54 例，年龄 47~57 岁，平均（51.02±5.58）

岁；睡眠时间 4~5.9h，平均（4.91±0.53）h；病程

0.5~6.7 年，平均（3.53±0.41）年。两组患者一般资

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舒乐安定（国药准字 H11020891）
睡前服用，2mg/ 次 /d，使用 1 个月后逐渐减少剂量，

2 个月内停用。对照组患者使用坤泰胶囊（国药准字

Z20000083）口服，4 粒 / 次，3 次 /d；观察组在对照组

基础上增加雌二醇片 / 雌二醇地屈孕酮片（国药准字

H20150346）口服，1片 / 次 /d，前 14d 口服白色片，后

14d 口服灰色片，28d 为 1 疗程，两组患者均于 3 个疗

程后对比疗效。

1.�　观察指标

（1）临床疗效 显效：症状体征消失，实验室检

查结果显示正常，SCL-90 评分减少 >90％；有效：症

状体征及实验室检查结果均明显改善，SCL-90 评分

减少 40％~90％；无效：未达有效标准［3］；（2）性激

素水平变化：空腹下抽取静脉血 5mL，采用免疫化学

发光法检测并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促卵泡刺激素

（FSH）、血清雌二醇（E2）及促黄体生成素（LH）水

平；（3）睡眠质量、焦虑抑郁情绪及症状体征变化：

分别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SAS 量

表、SDS 量表及症状自评量表（SCL-90）进行评价，

PSQI 包含 7 项，每项 0~3 分，总分 21 分，分数越高

提示患者睡眠质量越差；SAS 及 SDS 评分均包含 20

项，每项 0~5 分，得分越高提示患者负性情绪越严

重，SCL-90 内包含 90 项，每项 1~5 分，得分越高

提示患者症状越严重［4-5］；（4）记录并对比两组患者

治疗期间不良事件发生率。

1.4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1.0 统计软件处理，计数资料以

(n,%) 表示，采用 χ2 值检验，计量资料采用（x±s）
表示、t 检验，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疗效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总有效率 90.74％高于对照组

75.4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情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53 27（50.94） 13（24.53） 13（24.53） 40（75.47）

观察组 54 35（64.81） 14（25.93） 5（9.26） 49（90.74）*

注：与对照组比较，χ2=4.4567，*P=0.0348<0.05。

2.2　性激素水平变化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FSH 及 LH 水平均明显低于

对照组患者，E2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情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激素水平对比（x±s）

组别 时间 FSH（U/L） E2（pg/mL） LH（U/L）

对照组（n=53）治疗前 60.36±6.64 8.15±1.11 26.93±2.88

治疗后 53.11±4.16A 25.68±4.01A 21.19±2.01A

观察组（n=54）治疗前 60.41±6.69 8.16±1.13 26.96±2.91

治疗后 40.31±3.02AB 40.39±4.10AB 15.78±1.51AB

注：与治疗前比较，AP<0.05；与对照组比较，BP<0.05。

2.�　睡眠质量、情绪及症状变化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PSQI、SCL-90、SDS、SAS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情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PSQI、SCL-90、SDS及SA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PSQI SCL-90 SDS SAS

对照组（n=55） 治疗前 14.65±1.66 359.65±40.21 71.21±9.22 71.25±8.01

治疗后 8.01±0.25A 155.21±10.11A 43.61±5.54A 40.22±3.91A

观察组（n=56） 治疗前 14.68±1.69 363.25±41.01 72.36±9.33 71.31±8.05

治疗后 4.61±0.11AB 111.01±7.71AB 21.20±2.61AB 25.51±2.03AB

注：与治疗前比较，AP<0.05；与对照组比较，BP<0.05。

2.4　不良事件发生率

观察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 9.29％高于对照组

患者的 5.6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情

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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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两组患者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改善情况对比（n，%）

组别 例数 腹胀 恶心呕吐 乳房胀痛 总发生效

对照组 53 1（1.87） 1（1.87） 1（1.87） 3（5.66）

观察组 54 2（3.70） 2（3.70） 1（1.85） 5（9.26）*

注：与对照组比较，χ2=0.1157，*P=0.7338>0.05。

3　讨论

更年期综合征的发病率逐年提升，且逐渐年轻

化。因机体内分泌异常变化，激素水平降低，患者

多表现为月经周期改变、出汗、潮热等症状，严重

影响患者生理健康［6］。除此之外，对于合并失眠患

者，由于患者睡眠时间下降，睡眠质量不足，更易

出现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滋生，进一步加重原有

症状，形成恶性循环，临床治疗更为棘手。

临床常规治疗以药物对症治疗为主，坤泰胶囊

及舒乐安定是临床常用药物，坤泰胶囊具有安神除

烦，滋阴清热功效，主要通过促进患者卵巢功能恢

复，达到改善患者症状体征效用，其疗效得到临床

一致肯定［7］。舒乐安定为抗焦虑药一种，主要通过

作用于苯二氮卓受体，提升 GABA 受体效用，对边

缘系统功能产生影响，发挥抗焦虑、镇静效用，镇

静催眠效果显著［8］。两者联合应用能够通过改善卵

巢功能及睡眠质量，快速减轻患者症状体征及焦虑

抑郁情绪。本研究发现：对照组患者治疗后 PSQI、

SCL-90、SDS、SAS 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提示

其应用于女性更年期失眠且伴有焦虑抑郁患者是有

效的。坤泰胶囊联合舒乐安定虽能够快速改善患者

症状体征，但远期效果并不理想［9］，临床分析认为，

两种药物联合应用，其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改善卵

巢功能及镇静催眠以达到治疗目的，而患者失眠、

焦虑、抑郁情绪均是由于更年期综合征发生引起，

原发疾病得不到彻底根除，是患者远期效果不理想

源头。因此，在对症治疗的同时，应联合控制更年

期综合征，进一步提升治疗效果。

更年期综合征的发生除卵巢功能减退外，性激

素水平减少亦是重要影响因素，FSH、E2 及 LH 是

性激素中具有代表性三种，FSH 主要由脑垂体分泌，

具有促进肾上腺及性腺分泌雌性激素效用，E2 能够

促进机体内蛋白质、RNA 及 DNA 合成，在卵巢功能

减低时其水平明显降低，LH 主要由腺垂体嗜碱粒细

胞分泌，具有促进黄体形成及排卵效用，联合 FSH

能够有效维持月经周期稳定，其水平波动能够有效

判定疾病治疗效果［10］。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患者联

合了雌激素治疗后 FSH、E2、LH 改善幅度显著优于

对照组患者，PSQI、SCL-90、SDS、SAS 评分低于

对照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提示在常规对症药

物治疗同时，联合雌二醇片 / 雌二醇地屈孕酮片能够

更为有效的改善患者卵巢功能，消除症状体征，提

升患者睡眠质量，进而消除焦虑、抑郁情绪，其疗

效与调节机体性激素水平有着重要关联。临床分析

认为，雌二醇片 / 雌二醇地屈孕酮片内主要成分为雌

二醇，与机体内源性雌二醇有着相同的生物及化学

特性［11］，经外源性补充作用于机体后通过改善卵巢

激素活性及性腺萎缩，同时参与子宫调节功能，改

善机体周期性变化，刺激卵巢功能，维持围绝经期

机体代谢平衡，发挥保护子宫内膜，维持性激素水

平平衡效用，同时，其能够通过调节机体自主神经

系统活动，影响患者精神活动，改善患者焦虑抑郁

负性情绪［12］，联合常规治疗，通过提升雌激素水平，

改善卵巢功能治本，镇静安眠治标，多靶点共同治

疗，发挥标本兼治效用。该研究显示，观察组患者

治疗后不良事件发生率与对照组并无统计学意义，

提示联合用药在提升治疗效果同时，有着较佳的安

全性。

综上所述，坤泰胶囊联合雌二醇片 / 雌二醇地屈

孕酮片治疗女性更年期失眠且伴有焦虑抑郁患者效

果显著，有效调节患者性激素水平，改善睡眠质量，

消除症状体征及焦虑抑郁情绪，安全性高。但本研

究样本量较小，样本来源均来自一家医院，所以还

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实我们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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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皮质醇升高，减轻应激反应发挥作用；②抑制炎症

反应：动物实验证实右美托咪定能够降低脓毒血症大

鼠血清中炎性因子的水平，从而抑制炎症反应；③减

少脑损伤：右美托咪定能够减少患者术后血清神经元

特异性烯醇化酶（NSE）含量，减轻缺血再灌注损伤。

综上所述，对行妇科腹腔镜手术的患者，在全

身麻醉时加入右美托咪定，能够有效缓解术后疼痛

程度，有利于术后认知功能的恢复，从而降低 POCD

发生率，推荐剂量为 0.4ug/（kg·h）。但本研究样本

量较小，样本也全部来自一家医院，所以还需要更

多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刘泉华，叶宇挺，周宇杰 . 右美托咪定对腹腔镜妇科手术

麻醉苏醒过程的影响［J］. 中国妇幼健康研究，2018，29
（09）：1185-1189.

2. 胡永明，张耀文，陈建庆 . 右美托咪定复合舒芬太尼在妇

科腹腔镜术后镇痛的应用效果［J］. 江苏医药，2018，44
（08）：934-936.

3. 郭华静，马明祥，张俊伟，等 . 右美托咪定联合舒芬太尼

对腹腔镜手术患者应激反应的影响［J］. 中国药业，2018，

27（02）：55-57.

4. 常静，周文涛 . 右美托咪定、丙泊酚镇静用于高龄患者腹

腔镜胆囊切除术麻醉维持中的效果及其对内皮细胞功能

的影响［J］. 临床医学研究与实践，2018，3（05）：97-98.

5. 陈红，张希 . 不同剂量右美托咪定对妇科恶性肿瘤腹腔镜

手术患者围术期肾功能及认知功能的影响［J］. 中国医学前

沿杂志（电子版），2018，10（01）：95-99.

6. 谢国强，陈秀瑜，何永消，等 . 右美托咪定联合舒芬太尼

在腹腔镜下经腹阴道联合子宫切除术中的应用效果［J］. 中

国当代医药，2018，25（15）：71-73.

7. 姜丽华，王雪娜，杨波，等 . 右美托咪定在腹腔镜下子宫

全切术或子宫肌瘤剔除术中及术后的应用［J］. 河南医学研

究，2018，27（09）：1572-1575.

8. 李敏 . 不同剂量右美托咪定用于腹腔镜胆囊手术中的疗效

观察［J］. 临床合理用药杂志，2018，11（14）：59-60.

9. 蒋玲，盛思玉，徐凯，等 . 舒芬太尼与芬太尼对妇科腹腔

镜手术患者应激反应和认知功能影响的比较［J］. 医学综

述，2016，22（16）：3267-3270.

10. 宋亚男，赵艳，郭向阳 . 右美托咪定用于舒芬太尼伴七

氟烷全麻在腹腔镜手术中的随机对照研究［J］. 中国微创外

科杂志，2018，18（08）：673-676+698.

11. 王安平，卡依沙尔·托乎提，岳新霞 . 氟比洛芬酯复合小

剂量芬太尼与右美托咪定混合舒芬太尼在腹腔镜胆囊切

除术后患者静脉自控镇痛中的应用效果比较［J］. 现代中西

医结合杂志，2018，27（26）：2946-2949.

12. 盛新安，张晓峰 . 不同剂量右美托咪定对妇科腹腔镜手

术患者术后疼痛及应激反应的影响［J］. 解放军医药杂志，

2018，30（07）：88-91.

13. 程世清 . 舒芬太尼对妇科腹腔镜手术患者应激反应及认

知功能的影响［J］. 海峡药学，2018，30（04）：129-131.

14. 欧阳辉旺，武建，王正坤，等 . 不同剂量右美托咪定联

合舒芬太尼用于腹腔镜妇科手术的疗效观察［J］. 岭南急诊

医学杂志，2018，23（03）：265-267.

（收稿日期：2018 年 11 月 23 日）

上接第 14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