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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双相重度抑郁临床特征及无抽搐电休克治疗临床疗效的对照研究

吴慧丽 1 、 耿德勤 2 、 路　晴 1 、 姚　蕾 1 、 牟英峰 2

【摘要】目的　探讨单双相重度抑郁的临床特征及无抽搐电休克治疗（MECT）的临床疗效差异。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的方法，回顾性地抽取 2015 年 6 月 ~2018 年 6 月于徐州医科大学附属东方医

院住院治疗患者中单相重度抑郁患者 250 例（单相组）及双相重度抑郁症患者 92 例（双相组）的病案

资料，对两组一般资料进行对照分析，以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总分、5 项因子分及减分

率来评定 MECT 前后两组患者临床症状及临床疗效差异。结果　双相组治愈率高于单相组，双相组

的 HAMD-17 总分减分率高于单相组，两组差异显著（P< 0.01）。单相组阻滞因子减分率更高，双相

组躯体焦虑化因子及认知障碍因子减分率更高，差异显著（P< 0.05）。双相组 MECT 起效次数及治

疗总次数均高于单相组，差异显著（P< 0.01）。结论　（1）与单相重度抑郁相比，双相重度抑郁患

者的发病年龄更早，就诊年龄更小，文化程度更高，家族史阳性率更高，病程更长，阻滞症状更重；

（2）单双相抑郁的发病机制可能不同，MECT 可能更加适用于阻滞症状更加明显的单相重度抑郁患

者和躯体焦虑症状及认知障碍更加明显的双相重度抑郁患者；（3）MECT 治疗单双相重度抑郁时均

有显著疗效；与单相重度抑郁相比，MECT 治疗双相重度抑郁起效更慢，治疗疗程更长，治愈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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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 of unipolar and bipolar major depression for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lini-
cal efficacy of Modified electric convulsive therapy　　WU Huili，GENG Deqin，LU Qing，et al. Xuzhou medical 
college affiliated hospital， Xuzhou 22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of clinical features and clinical curative efficacy of modi-

fied electric convulsive therapy（MECT） between unipolar and bipolar major depression. Methods　This study adopts the 

method of retrospective study，and retrospectively extracted the medical records of hospitalized patients from June 2015 to 

June 2018 in Oriental hospital affiliated to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A total of 250 patients with unipolar major depression

（unipolar group）and 92 patients with bipolar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bipolar group）were included in our study. We 

contrastly analysis general information and evaluate clinical symptoms and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differences of MECT with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HAMD - 17）total score points，five factors points and ratio of points for unipolar and 

bipolar major depression. Results　The cure rate for bipolar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unipolar group（P<0.01）. 

Bipolar group of HAMD-17 ratio of points is superior to unipolar group，with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s（P<0.01）. 

The ratio of points for unipolar group of retardation factor points was higher than bipolar group，however somatic anxiety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points of bipolar group is higher than unipolar group，with statistical differences（P<  0.05）. 

Both the average numberand total number of MECT for bipolar groupwere higher than in unipolar group，the difference h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  0.01）. Conclusion　（1） Compared with unipolar major depression，bipolar major depres-

sion patients with earlier onset age，younger treatment，higher educational level，family history of higher positive rate，

longer duration，and heavier retardation symptom. （2） The pathogenesis of bipolar and unipolar major depression were dif-

ferent，and may also prompt that MECT is more suitable for retardation Symptoms of unipolar major depression and somatic 

anxiety symptoms or cognitive impairment of bipolar major depression. （3） The significant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M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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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障碍是以情绪低落、思维迟缓、意志活动

减退为核心症状的重性精神障碍。WHO 预测到 2020 

年抑郁障碍可能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心脏疾病的第二

大疾病负担源［1］。双相抑郁是指既往有过躁狂或轻

躁狂发作史，此次为首发抑郁或复发抑郁的精神障

碍。临床上治疗重度抑郁发作常合并使用无抽搐电

休克治疗（MECT）迅速缓解症状。目前单双相抑郁

的鉴别已经成为精神科医师工作的难点。本研究采

用回顾性研究的方法，比较单双相重度抑郁临床特

征和 MECT 治疗临床疗效的差异，为两种疾病的早

期鉴别及治疗提供临床依据。

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5 年 6 月 ~2018 年 6 月于徐州医科大学

附属东方医院住院治疗的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入

组标准：①本次住院符合 ICD-10 单双相重度抑郁的

诊断标准；② HAMD-17 总分≥ 24 分；③ 1 个月内未

经 MECT 治疗，本次住院联合 MECT 治疗 6~12 次；

④排除继发性抑郁症（如卒中后抑郁症）、中枢神经

系统疾病、严重躯体疾病、酒或药物依赖、哺乳或

妊娠期妇女的患者。

共入组患者 342 例，其中单相重度抑郁组（单相

组）250 例，双相重度抑郁组（双相组）92 例。采用

自制的一般情况调查表，登记全部入组患者的一般

资料（包括姓名、住院号、性别、文化程度、家族

史）、发病情况（包括就诊年龄、发病年龄、病程时

间、病前诱因、发作次数）及治疗情况（包括 MECT

总次数、MECT 起效次数、复发情况）。

2　方法 
2.1　MECT 治疗方法

采用醒脉通治疗仪进行 MECT，每周 3 次。记录

全部患者的 MECT 起效次数及治疗总次数。

2.2　疗效评估方法

采用 17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评定

患者抑郁症状。HAMD-17 包含焦虑躯体化因子、阻

滞因子、认知障碍因子、体重因子、睡眠障碍因子 5
个因子，总分 52 分。由本院 2 名高资历精神科医生

对入组患者在基线、治疗期间每周一次及治疗结束后

24h 内进行 HAMD-17 评估，评估结果取两者平均值。

疗效评估指标包括 HAMD-17 总分和减分率。

HAMD-17 总分≤ 7 分或减分率≥ 75％为临床痊愈，

减分率≥ 50％为有效，减分率 <50％为无效。以患

者半年内是否再次住院判定病情是否复发，计算后

得出治愈率、有效率和复发率。

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4.0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计量相关

资料进行 t 检验，用（x±s）表示；计数相关资料进

行 χ2 检验，用［n（％）］表示。P<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一般资料比较

双 相 组 发 病 年 龄 小 于 单 相 组 ， 差 异 显 著

（P<0.01）；双相组就诊年龄小于单相组，差异显著

（P<0.05）；双相组病程时间大于单相组，差异显著

（P<0.01）；双相组文化程度高于单相组，差异显著

（P<0.05）；双相组家族史阳性率高于单相组，差异

显著（P<0.05）。两组性别、病前诱因及发作次数无

明显差异，见表 1。
表1　一般资料比较

单相组（n=250） 双相组（n=92） 统计值 P值

性别（女） 70.00％ 59.80％ χ2=3.19 0.074

发病年龄（岁） 38.56±13.23 29.68±11.70 F=3.25 0.000

就诊年龄（岁） 43.90±13.72 38.74±14.05 F=0.72 0.002

病程时间（月） 64.28±79.40 108.30±101.92 F=11.57 0.000

文化程度（大于初中） 38.80％ 53.30％ χ2=5.17 0.023

家族史（阳性） 13.60％ 26.10％ χ2=6.59 0.010

病前诱因（有） 30.80％ 25.00％ χ2=0.83 0.362

发作次数 2.78±3.33 3.09±4.12 F=0.32 0.486

3.2　临床特征比较

MECT 治疗前，双相组阻滞因子分数高于单相组，

差异显著（P<0.05）。两组 HAMD-17 总分、躯体焦虑

化因子分、体重因子分、睡眠障碍因子分及认知障碍

因子分无明显差异。MECT 治疗后，两组 HAMD-17
总分及各项因子分均较治疗前降低；两组相比，双相

组 HAMD-17 总分及躯体焦虑化因子分明显低于单相

组，差异显著（P<0.01）；双相组阻滞因子分数高于

单相组，差异显著（P<0.01）。两组体重因子分、睡

眠障碍因子分及认知障碍因子分均无明显差异，见表

2。MECT 治疗后，双相组的 HAMD-17 总分减分率高

treatment is distinct for both unipolar and bipolar major depression. Compared with unipolar major depression，MECT 

treatment for bipolar major depression work slower，treatment duration is longer，but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is better.

【Keywords】 Bipolar major depression；Unipolar major depression；Modified electric convulsive therapy；Clinical 

characteristics；Clinical 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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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MECT 临床疗效比较 

MECT 治疗后，双相组治愈率高于与单相组，

差异显著（P<0.01）。双相组 MECT 起效次数高于单

相组，差异显著（P<0.01）。双相组 MECT 治疗总次

数高于单相组，差异显著（P<0.01）。两组有效率和

复发率无显著差异，见表 4。
表4　MECT临床疗效比较

单相组
（n=250）

双相组
（n=92） 统计值 P值

MECT起效次数（次） 4.74±1.50 5.28±1.30 F=1.89 0.001

MECT总次数（次） 7.02±1.01 8.40±1.33 F=22.25 0.000

治愈率（％） 18.00％ 45.70％ χ2=25.67 0.000

有效率（％） 93.60％ 94.60％ χ2=0.01 0.940

复发率（％） 48.80％ 56.50％ χ2=1.31 0.252

4　讨论

研究表明，双相抑郁是较单相抑郁更为严重的

另一类精神障碍［2-4］，临床上有 50％的双相抑郁患者

被误诊为单相抑郁，有超过 60％的双相情感障碍患

者在明确诊断前经历了至少两次的诊疗变更［5，6］。许

多学者从临床表现、影像学、认知功能、神经电生

理等多个角度对单双相抑郁进行鉴别。研究表明［7-9］，

双相抑郁的发病高峰年龄在 15~19 岁，单相抑郁在

35 岁左右，双相抑郁家族史阳性率较单相抑郁更高。

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单相重度抑郁相比，双相重度

抑郁就诊年龄较小，发病年龄较早，文化程度较高，

家族史阳性率较高，病程时间较长，阻滞症状较重，

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从 MECT 临床疗效的进

行鉴别，结果显示 MECT 对单双相重度抑郁的各项症

状均有效。两组相比，MECT 改善双相重度抑郁的躯

体焦虑及认知障碍症状的疗效更好，改善单相重度

抑郁的阻滞症状疗效更佳。MECT 治疗双相重度抑郁

的治愈率更高，临床疗效更好。研究表明［10］，抑郁

障碍单纯抗抑郁药治疗的有效率约为 50％，在本研

究中单双相重度抑郁使用抗抑郁药物联合 MECT 的

有效率均在 90％以上，因此单双相重度抑郁均可积

极考虑抗抑郁药物联合 MECT 治疗以获得更好的临

床疗效。MECT 结束后，单双相重度抑郁的复发率均

在 50％左右，两者无明显差异，提示 MECT 治疗单

双相重度抑郁的远期疗效可能并无不同。与单相重

度抑郁相比，双相重度抑郁患者经 MECT 治疗起效较

慢，治疗疗程较长，可能提示单双相抑郁的确属于

异源性疾病，双相抑郁的发病机制可能更加复杂。

于单相组，差异显著（P<0.01）；双相组的躯体焦虑

化因子及认知障碍因子减分率高于单相组，差异显著

（P<0.05）；单相组的阻滞因子减分率高于双相组，差

异显著（P<0.01）。两组的体重因子减分率和睡眠障

碍因子减分率无明显差异，见表 3。

表2　HAMD-17评分比较（x±s）

单相组（n=250） 双相组（n=92） 统计值 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总分 40.90±4.34 14.38±4.48 41.11±4.19 11.48±4.08 F=0.12 F=3.12 0.685 0.000

躯体焦虑化 13.98±3.27 7.01±4.49 14.39±2.98 3.18±2.74 F=0.33 F=43.85 0.292 0.000

体重 1.70±0.46 0.48±0.50 1.73±0.45 0.50±0.50 F=1.44 F=0.15 0.563 0.744

睡眠障碍 4.78±0.91 1.78±0.89 4.73±0.84 1.86±0.82 F=2.13 F=0.96 0.607 0.482

认知障碍 9.53±1.44 2.44±0.95 9.84±1.28 2.34±0.88 F=2.21 F=3.26 0.057 0.349

阻滞 10.67±1.67 2.62±0.93 11.51±1.47 3.53±1.50 F=3.53 F=55.24 0.010 0.000

表3　HAMD-17评分减分率比较（x±s）

单相组（n=250） 双相组（n=92） 统计值 P 值

总分减分率 （64.74±10.40）％ （73.48±8.73）％ F=5.79 0.000

躯体焦虑化因子减分率 （52.34±28.49）％ （78.51±17.58）％ F=40.66 0.000

体重因子减分率 （70.00±34.71）％ （66.85±37.27）％ F=1.06 0.466

睡眠障碍因子减分率 （62.27±19.74）％ （59.86±19.74）％ F=0.01 0.317

认知障碍因子减分率 （73.77±11.27）％ （76.38±9.34）％ F=6.40 0.032

阻滞因子减分率 （75.20±9.11）％ （68.69±13.70）％ F=34.52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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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与单相重度抑郁相比，双相重度抑郁患

者的发病年龄更早，就诊年龄更小，文化程度更高，

家族史阳性率更高，病程更长，阻滞症状更重。单

双相抑郁的发病机制可能不同，MECT 可能更加适

用于阻滞症状更加明显的单相重度抑郁患者和躯体

焦虑或认知障碍症状更加明显的双相重度抑郁患者。

MECT 治疗单双相重度抑郁时均有显著疗效；与单相

重度抑郁相比，MECT 治疗双相重度抑郁时起效更

慢，治疗疗程更长，治愈率更高。本研究有一定局

限性，样本量太小，采用回顾性研究的方法，研究

结果可能不具有代表性，因此需进一步行随机对照

临床研究证实研究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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