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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运动疗法联合文拉法辛缓释片治疗产褥期抑郁患者的随访观察

谢美霞 、 李玉洁

【摘要】目的　分析音乐运动疗法联合盐酸文拉法辛对产褥期抑郁症患者的效果。方法　选取

2015 年 2 月 ~2018 年 8 月我院收治的 56 例产褥期抑郁症患者，简单随机化分组，对照组（28 例）给

予盐酸文拉法辛缓释片治疗，观察组（28 例）给予音乐运动疗法联合盐酸文拉法辛缓释片治疗，比

较两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HAMD）、血浆白介素 -6（IL-6）、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RH）、

5- 羟色胺（5-HT）水平和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观察组治疗 1 周后、治疗 2 周后、治疗 4 周

后、治疗 8 周后 HAMD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治疗 8 周后血浆 IL-6、CRH 水平低于

对照组，5-HT 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虚弱 / 疲倦、消化系统、出汗不良反应发生率（7.14％、

14.29％、17.86％）与对照组（10.71％、10.71％、14.29％）相比无明显差异（P> 0.05）；观察组失眠

发生率（7.14％）低于对照组（32.14％）（P< 0.05）。结论　音乐运动疗法联合盐酸文拉法辛更能改善

产褥期抑郁症患者的抑郁情绪，改善神经、内分泌指标，减少失眠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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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up study of music and exercise therapy combined with venlafaxine hydrochloride sustained-
release tablets in the treatment of puerperal depression　　XIE Meixia，LI Yuji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An-
yang City，Anyang 45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music and exercise therapy combined with venlafaxine hydro-

chloride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 in the treatment of puerperal depression. Methods　From February 2015 to August 

2018，56 patients with puerperal depression enrolled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iz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28 cases）was treated with venlafaxine hydrochloride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 The observation group（28 cases）

was treated with music and exercise therapy combined with venlafaxine hydrochloride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 The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score（HAMD），plasma interleukin-6（IL-6）and renal stimulation were compared be-

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levels of corticosteroid-releasing hormone（CRH），serotonin（5-HT）and adverse reactions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HAMD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one，

two，four and eight weeks of treatment（P<0.05）. The plasma levels of IL-6 and CRH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eight weeks of treatment，and 5-HT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re were no different in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of weakness/fatigue，digestive system and sweat-

ing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7.14％，14.29％，17.86％）and the control group（10.71％，10.71％，14.29％）. 

The incidence of insomnia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7.14％）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32.14％）

（P<0.05）. Conclusion　Music kinesiotherapy combined with venlafaxine hydrochloride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 can 

improve depressive mood，nerve excitability，improve neuroendocrine-immune network，reduce insomnia in patients 

with puerperal depression.

【Key words】Puerperal Depression；Music Exercise Therapy；Adverse Reaction；Venlafaxine Hydrochloride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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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在我国患病率约为 3％~5％［1］。产褥期

抑郁症多于产后 2 周发病，以长久、明显低落情绪

为主要表现，严重影响产妇的身心健康。盐酸文拉

法辛缓释片广泛用于抑郁症的治疗。音乐运动疗法

是以音乐、运动方式改变个体生理与生理状态一种

方法。本研究选取 56 例产褥期抑郁症患者，探讨音

乐运动疗法联合盐酸文拉法辛缓释片应用价值，报

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5 年 2 月 ~2018 年 8 月我院收治的 56
例产褥期抑郁症患者，简单随机化分组，各 28 例。

其中观察组年龄 21~39 岁，平均（25.99±2.41）岁，

经产妇 9 例，初产妇 19 例，病程 14 d~60 d，平均

（37.24±11.09）d，入院时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

（HAMD）20~36 分，平均（27.11±3.51）分，学历

层次初中及以下 5 例，高中 7 例，大专 10 例，本

科及以上 6 例；对照组年龄 20~38 岁，平均（26.13
±3.02）岁，经产妇 7 例，初产妇 21 例，病程 15 

d~60 d，平均（36.91±10.91）d，入院时 HAMD 评分

20~36 分，平均（27.23±3.58）分，学历层次初中及

以下 3 例，高中 8 例，大专 9 例，本科及以上 8 例。

两组年龄、产史、病程、入院时 HAMD 评分、学历

层次等资料均衡可比（P>0.05）。本研究经我院伦理

委员会审核批准。

1.2　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 

（1）纳入标准：符合中国精神病障碍分类及诊

断标准 -3 中抑郁症诊断标准：①自轻自责，自我评

价过低；②持续疲乏感，精力明显减退；③精神、运

动行为迟纯；④对日常活动兴趣丧失，无愉快感；⑤

体重增加或减少，食欲不振；⑥性欲减退；⑦早醒、

失眠、睡眠过度，睡眠障碍，；⑧联想困难，思维能

力缓慢；⑨消极自杀，反复想死；符合以上标准中 4
个或 HAMD ≥ 20 分；发生于产褥期；年龄＞ 18 岁；

患者家属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入组前无抗抑郁药

物与精神病药应用史；无药物依赖症与肺功能异常。

（2）排除标准：发病前合并认知功能异常者；酒精依

赖症患者；肾肝功能明显异常者；合并脑部外伤患者。

1.3　方法 

1.3.1　对照组　给予盐酸文拉法辛缓释片（国

药准字 H20070269）治疗，起始给药剂量为 75 mg/

次，1 次 /d，早晨温水送服，避免压碎、咀嚼、掰

开或泡于水中，伴有嗜睡较为严重患者改为睡前口

服，用药 1 周内根据患者病情调整剂量，最高至 225 

mg/ 次，1 次 /d，共给药 2 个月。

1.3.2　观察组　给予音乐运动疗法联合盐酸文

拉法辛缓释片（剂量与方法同对照组）治疗。音乐运

动疗法院内在专业音乐治疗室内实施，音乐选取抑

郁症专用德国作曲家·彼得休伯纳创作的医学共振

音乐：舒缓压力 RRR932、去失眠 RRR106、勇敢面

对人生 RRR921、荷尔蒙 RRR105、除头痛 RRR133、

放松 RRR931、调节免疫 RRR103、专注力 RRR128，

并配旋律优美、节奏感强音乐，带动、指导患者对

四肢肌肉进行按摩放松，并鼓励患者大声唱出来，

最大程度宣泄情绪，1 h/ 次，5 次 / 周，音乐按次序

播放，若患者对某一音乐表现为抵抗，可更换下一

个，适应后再进行播放；院外在空气清新、环境安静、

光线柔和明亮、摆放花草植物的室内实施，日间嘱

家属为患者播放轻松音乐，或作为背景音乐在患者

未入睡情况下播放，0.5 h/ 次，1 次 /d，临睡前换为

具有催眠作用音乐。干预周期为 2 个月。

1.4　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治疗前、治疗 1 周后、治疗 2 周

后、治疗 4 周后、治疗 8 周后 HAMD 评分：HAMD 量

表包含睡眠不深、抑郁情绪、自杀、有罪感、早醒、

入睡困难、激越等 17 个项目，各项目分值 0~2 分或

0~4 分，信度系数 r 为 0.88~0.99，可信度较高，总分

＜ 8 分为正常，8~19 分可能存在抑郁，≥ 20 分明确

存在抑郁，分值越高，抑郁倾向越严重。（2）比较两

组血浆白介素 -6（IL-6）、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

素（CRH）、5- 羟色胺（5-HT）水平：治疗前、治疗

8 周后分别采集患者静脉血，实施离心处理，应用酶

联免疫吸附法进行测定。（3）比较两组不良反应发生

情况。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

（HAMD 评分、血浆 IL-6、CRH、5-HT 水平）以（x
±s）表示、t 检验，计数资料（不良反应发生率）用 n

（％）表示、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HAMD 评分 

观察组治疗 1 周后、治疗 2 周后、治疗 4 周后、

治疗 8周后 HAMD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2.2　IL-6、CRH、5-HT 

观察组治疗 8 周后血浆 IL-6、CRH 水平低于对

照组，5-HT 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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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血浆IL-6、CRH、5-HT水平比较（x±s）

时间 组别 例数 IL-6（ng/ml） CRH（pg/ml） 5-HT（ng/ml）

治疗前 观察组 28 148.99±7.28 102.74±16.16 160.21±12.21

对照组 28 147.97±8.12 100.14±18.82 161.78±17.66

t 0.495 0.555 0.387

P 0.623 0.581 0.700

治疗8周后 观察组 28 102.25±10.55 66.15±7.74 188.09±15.52

对照组 28 128.74±13.89 72.24±9.08 174.44±15.19

t 8.036 2.701 3.326

P 0.000 0.009 0.001

2.3　不良反应 

观察组虚弱 / 疲倦、消化系统、出汗不良反

应发生率（7.14％、14.29％、17.86％）与对照组

（10.71％、10.71％、14.29％）相比，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观察组失眠发生率（7.14％）低于对

照组（32.14％）（P<0.05），见表 3。
表3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虚弱/疲倦 消化系统 失眠 出汗

观察组 28 2（7.14） 4（14.29） 2（7.14） 5（17.86）

对照组 28 3（10.71） 3（10.71） 9（32.14） 4（14.29）

χ2 0.000 0.000 5.543 0.000

P 1.000 1.000 0.019 1.000

3　讨论

抑郁症发病机制与去甲肾上腺素、5-HT 系统

功能异常有关［2］。盐酸文拉法辛是去甲肾上腺素、

5-HT 再摄取强抑制剂。抑郁症模型大鼠实验表明，

盐酸文拉法辛缓释片能增加大鼠海马区磷酸化环

磷腺苷反应元件结合蛋白 1 细胞数，改善大鼠记忆

力［3］。且 Lin HP 等［4］报道显示，盐酸文拉法辛缓释

片为缓释剂型，口服后作用持久。但产褥期抑郁症

单一使用药物效果欠佳，因此心理治疗也非常重要。

音乐是一种特殊的可快速传递信息交流媒介，通过

传导声波及规律频率变化，可刺激大脑皮层，提高

其神经兴奋性，且能作用于丘脑下部、边缘系统，

缓解或消除紧张、抑郁等情绪，活跃患者精神状态。

本研究选取德国作曲家·彼得休伯纳创作医学共振

音乐，其是唯一获得美国压力协会、世界卫生组织

推荐功能性治疗音乐，分为多个方案，联合应用时

能针对抑郁症患者左右脑间信息传递不畅、能量无

法到达额叶、记忆力衰退等问题进行治疗。音乐运

动疗法不仅结合了音乐以上作用，并以节奏感较强

音乐带动患者对四肢肌肉进行按摩放松，通过适当

运动宣泄不良情绪，从而纠正病痛心理。钟盈花等［5］

报道对首发抑郁症大学生应用正性音乐刺激，干预

12 周后发现患者抑郁情绪、生活质量得到改善。与

以上学者不同的是，本研究对产褥期抑郁症患者应

用音乐运动疗法联合盐酸文拉法辛缓释片，结果显

示观察组治疗 1 周后、治疗 2 周后、治疗 4 周后、治

疗 8 周后 HAMD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提示音

乐运动疗法联合盐酸文拉法辛缓释片能改善产褥期

抑郁症患者抑郁情绪。

此外，神经 - 内分泌 - 免疫网络在抑郁症发病

中起到重要作用［6］。CRH 是一种多肽，由下丘脑合

成分泌，可作用于靶器官垂体；5-HT 主要存在于大

脑皮质及神经突触内，是一种兴奋性神经递质；IL-6
可刺激参与免疫反应细胞增殖、分化。陈栘等［7］研

究指出，慢性低强度应激抑郁症模型大鼠组织中

5-HT 含量降低。陈洁等［8］报道发现，抑郁症患者

血浆 IL-6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受试者。戴若以等［9］报

道显示，慢性束缚大鼠抑郁症血浆 CRH 高于非抑郁

大鼠。蒋希荣等［10］动物学实验表明，围绝经期抑郁

症模型大鼠经电针治疗后血浆 CRH 水平降低。本

研究在以上研究基础上发现，观察组治疗 8 周后血

浆 IL-6、CRH 水平低于对照组，5-HT 高于对照组

（P<0.05），提示音乐运动疗法联合盐酸文拉法辛缓

释片能提高神经兴奋性，改善神经 - 内分泌 - 免疫

网络。另外本研究还发现，两组虚弱 / 疲倦、消化系

统、出汗不良反应发生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但观察组失眠发生率（7.14％）

低于对照组（32.14％）（P<0.05），提示音乐运动疗法

表1　两组HAMD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1周后 治疗2周后 治疗4周后 治疗8周后

观察组 28 27.11±3.51 21.46±2.38 16.76±2.02 14.08±1.62 9.47±1.40

对照组 28 27.23±3.58 24.23±2.27 19.48±1.96 16.42±1.57 10.81±1.55

t 0.127 4.457 5.114 5.489 3.395

P 0.899 0.000 0.000 0.000 0.001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9 年第 46 卷第 4 期- 716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联合盐酸文拉法辛缓释片有助于患者改善患者睡眠。

综上所述，音乐运动疗法联合盐酸文拉法辛缓

释片治疗产褥期抑郁症，能改善患者抑郁情绪，提

高神经兴奋性，改善神经 - 内分泌 - 免疫网络，减

少失眠发生。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样本来源较为

单一，仍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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