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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肝解郁胶囊治疗伴抑郁焦虑的肝性脑病患者的效果

王　琳

【摘要】目的　探讨疏肝解郁胶囊治疗伴抑郁焦虑的肝性脑病患者的效果。方法　依据随机对照

原则将 2017 年 12 月 ~2019 年 2 月我院进行治疗的 70 例伴抑郁焦虑的肝性脑病患者分为两组，每组

35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对症治疗，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疏肝解郁胶囊，比较两组患

者的效果。结果　观察组患者疗程结束时肝性脑病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

患者疗程结束时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

观察组患者疗程结束时各项中医症候积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患者疗程结束时血

氨、谷氨酰转移酶（GG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总胆红素（TBIL）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P< 0.05）。结论　疏肝解郁胶囊对伴抑郁焦虑的肝性脑病患者疗效显著，可明显改善患者肝功能

和情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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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Shugan-Jieyu capsule on hepatic encephalopathy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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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zhou 450007，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Shugan-Jieyu capsule on hepatic encephalopathy pato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ethods　70 hepatic encephalopathy pato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35 cases）and control group（35 cases）. The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by 

conventional symptomatic treatment. The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by Shugan-Jieyu capsule based on 

the control group. The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 of hepatic encephalopathy for the 

observation group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core of SAS，SDS for the 

observation group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were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Chinese medicine symptom 

integral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were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levels of am-

monia，GGT，ALT，TBIL for the observation group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were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It has prominent effect on hepatic encephalopathy pato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by Shugan-Jieyu 

capsule. It can improve the liver function and emotional state.

【Keywords】Hepatic encephalopathy；Anxiety；Depression；Shugan-Jieyu capsule

肝性脑病是严重肝病引起的、以代谢紊乱为基

础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失调的综合征 ［1］。肝性脑病

患者多存在不同程度意识障碍、行为失常等表现，

且易出现焦虑抑郁情绪，导致预后下降，死亡率升

高［2］。因此，积极改善焦虑抑郁有利于提高患者的

整体预后。目前常规治疗效果难以令人满意［3］。我

院针对该病的症候特征使用疏肝解郁胶囊进行辨治，

有效改善了患者的焦虑抑郁状态，也提升了疾病治

疗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 2017 年 12 月 ~2019 年 2 月我院进行治疗

［作者工作单位］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郑州，450007）。

［第一作者简介］王琳（1982.08-），女，河南南阳人，硕士研究生，主治医师，研究方向：病毒性肝炎，肝硬化，重型肝炎。

［通讯作者］王琳（Email：79227728@qq.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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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70 例乙型肝炎肝硬化肝性脑病伴焦虑抑郁患者进

行研究。依据随机对照原则分为每组 35 例。观察组

男性 20 例，女性 15 例，年龄为 28~68 岁，平均年

龄为（49.65±6.53）岁，疾病诱因：上消化道出血 18
例、感染 7 例、高蛋白饮食 4 例、电解质紊乱 4 例、

其他 2 例；对照组男性 19 例，女性 16 例，年龄为

29~68 岁，平均年龄为（49.98±6.62）岁，疾病诱因：

上消化道出血 17 例、感染 8 例、高蛋白饮食 5 例、

电解质紊乱 3 例、其他 2 例。两组患者的性别、年

龄等无统计学差异（P>0.05）。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经常规实验室肝功能、病毒学等指标

检测明确诊断为乙型肝炎肝硬化肝性脑病；焦虑自评

量表（SAS）评分＞ 50 分、抑郁自评量表（SDS）评

分＞ 53 分；符合本研究用药指征；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其他原因引起的肝性脑病；合并心脑血管

疾病者；有精神疾病或神经功能紊乱者；不遵医嘱用

药或中途退出本研究者。

1.3　方法

对照组患者入院后均接受常规对症治疗，包括

治疗原发病、维持水电解质平衡、抗感染、营养支

持、保肝、止血等，同时辅助心理咨询与辅导，共

治疗 4 周。

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疏肝解郁胶囊：

疏肝解郁胶囊 0.72g/ 次，2 次 /d，口服，共治疗 4 周。

1.4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疗程结束时治疗效果、入院时与

疗程结束时焦虑抑郁状态评分、中医症候积分及实

验室指标［血氨、谷氨酰转移酶（GGT）、丙氨酸氨

基转移酶（ALT）、总胆红素（TBIL）］检测结果。

肝性脑病治疗效果评价标准［4］：临床治愈：中医

症候积分下降≥ 95％，且实验室血氨等指标恢复正

常；显效：中医症候积分下降 70％以上，且实验室

血氨等指标改善幅度≥ 75％；有效：中医症候积分

下降 35％以上，且实验室血氨等指标改善幅度 40％

~74％；无效：未达到上述标准；总有效率 =（临床治

愈 + 显效 + 有效）/ 总例数 ×100％。

焦虑抑郁状态评分标准［5］：使用 SAS、SDS 进行

评估，两个量表各有 20 项涉及焦虑或抑郁的问题，

采用 4 级计分法，SAS ＞ 50 分表示存在焦虑，SDS

＞ 53 分表示存在抑郁，评分越高患者焦虑、抑郁状

态越严重。

中医症候积分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2012 版）》［6］对患者胸闷心悸、情志不畅、兴趣减

退、动作迟缓、睡眠倒错等主要症候按照无（0 分）、

轻度（2 分）、中度（4 分）、重度（6 分）计分。

1.5　统计学分析

数据中的计量数据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

示，计数数据用百分率（％）表示，使用 SPSS 19.0
进行数据处理，两个独立样本比较采取 t 检验与 χ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疗程结束时肝性脑病治疗效果对比

观察组患者疗程结束时肝性脑病治疗总有效率

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 1。

表1　两组患者疗程结束时肝性脑病治疗效果对比［n，％］

分组 临床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n=35） 12（34.29％） 13（37.14％） 9（25.71％） 1（2.86％） 34（97.14％）*

对照组（n=35） 8（22.86％） 9（25.71％） 12（34.29％） 6（17.14％） 29（82.86％）

注：与对照组对比，*P<0.05

2.2　两组患者入院时及疗程结束时焦虑抑郁状

态评分对比

两组患者疗程结束时 SAS 评分、SDS 评分均显

著低于同组入院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患者疗程结束时 SAS 评分、SDS 评分均显著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两组患者入院时及疗程结束时中医症候积

分对比

两组患者疗程结束时胸闷心悸评分、情志不畅

表2　两组患者入院时及疗程结束时焦虑抑郁状态评分对比
［分，x±s］

分组 时间 SAS评分 SDS评分

观察组（n=35） 入院时 57.44±5.85 58.45±5.13

疗程结束时 30.44±4.76△* 32.24±4.33△*

对照组（n=35） 入院时 57.29±5.77 58.37±5.06

疗程结束时 44.95±4.38△ 46.62±4.41△

注 ：与同组治疗前对比，△P<0 .05，与对照组对比，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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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肝性脑病是肝脏损伤严重导致机体无法对氨进

行清除，血液中氨大量积聚，并透过血脑屏障影响

三羧酸循环，从而引发神经细胞功能异常、中枢神

经功能紊乱等不良后果，常合并焦虑抑郁症状［6，7］。

肝性脑病患者出现焦虑、抑郁情绪不仅会加重病情，

严重时甚至影响治疗的依从性，不利于预后［8-11］。孙

雁等［12］的研究也证实，精神因素对肝性脑病患者转

归有重要影响，因此，该病的临床治疗除了药物干

预降低血氨水平外，还需注意改善患者的情绪状态。

中医学研究认为乙型肝炎肝硬化肝性脑病伴焦

虑抑郁属“郁证”范畴［13］，乙型肝炎肝硬化肝性脑病

患者久病而致肝脾肾均有损伤，肝失疏泄、内伤积

损、郁劳沉疴，气机升降失常，情志难舒、肝气郁

滞［14］。中医专家认为该病应以肝郁至病论为辩治原

则，《证治汇补·郁证》中也有载“郁病虽多，皆因气

不周流，法当顺气为先”，因此选择疏肝解郁之方剂

尤为适合［15］。本研究中所用舒肝解郁胶囊为纯中药

制剂，主要成分为贯叶金丝桃与刺五加，前者疏肝

解郁、清热利湿，后者补中益精、坚筋骨、强志意，

共奏疏肝解郁、健脾安神之功效。现代药理学研究

也显示，贯叶金丝桃有良好的抗抑郁、抗病毒效果，

还有一定的镇痛镇静作用；刺五加则有抗疲劳、抗

氧化等作用［16］。本研究结果也显示，观察组患者疗

程结束时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疗程结束时

SAS 评分、SDS 评分以及中医症候积分均显著低于对

照组，血氨、GGT、ALT、TBIL 水平也显著低于对

照组，证实了疏肝解郁胶囊对肝性脑病患者的焦虑

抑郁有标本兼治的临床优势，与西药能够产生良好

的协同作用，提高对肝性脑病的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疏肝解郁胶囊治疗乙型肝炎肝硬化

肝性脑病伴焦虑抑郁疗效显著，可明显改善患者肝

功能和情绪状态。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观察时间

也比较短，还需要后续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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