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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吗通联合坤泰胶囊对更年期抑郁患者的疗效及对睡眠质量的影响

杨文英

【摘要】目的　探讨芬吗通联合坤泰胶囊治疗更年期抑郁的疗效及对睡眠质量的影响。方法　

将 2018 年 5 月 ~2019 年 5 月本院收治的 58 例更年期抑郁患者随机分作两组，每组各 29 例，对照

组予以芬吗通治疗，试验组采用芬吗通联合坤泰胶囊治疗，比较两组疗效及睡眠质量改善情况。

结果　治疗后，试验组促卵泡激素是（53.61±2.17）U/L，较对照组的（62.51±2.25）U/L 低，雌二醇

是（68.32±2.13）pmol/L，较对照组的（60.24±2.25）pmol/L 高（P< 0.05）；治疗后，试验组更年期妇

女症状评分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均较对照组低（P< 0.05）；治疗后，试验组匹兹堡睡眠质量指

数量表中的睡眠质量、睡眠时间、睡眠障碍评分均较对照组低（P< 0.05）。结论　芬吗通联合坤泰

胶囊可有效改善更年期抑郁患者的性激素水平和抑郁症状，并改善其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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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icacy of femoston combined with Kuntai capsule in treating menopausal depression and its ef-
fect on sleep quality　　YANG Wenying. The people hospital of Tonggu county，Tonggu 3362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femoston combined with Kuntai capsule in the treat-

ment of menopausal depression and its impact on sleep quality. Methods　58 cases of menopausal depression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8 to May 2019，According to the computer digital table metho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each group of 29 cases，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femoston，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femoston and Kuntai capsules. The efficacy and sleep quality improvement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

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53.61±2.17）U/L，

which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62.51±2.25）U/L，and estradiol was（68.32±2.13）pmol/L，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60.24±2.25）pmol/L（P<0.05）. After treatment，the kupperman index，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re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treatment，the 

sleep quality，sleep time and sleep disorder score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Menopausal depress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ex hormone levels，menopause and de-

pressive symptoms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femoston and Kuntai Capsules，thus improving their sleep quality.

【Keywords】Femoston；Kuntai capsule；Menopausal depression；Treatment；Sleep quality

进入更年期后，女性卵巢功能衰退，雌激素水

平降低，可致使机体应激反应、昼夜节律等发生变

化，导致潮热、月经不调、心悸、失眠等症状出现，

引发抑郁［1］。目前多通过雌激素、抗抑郁药物来对

症治疗。芬吗通是地屈孕酮与雌二醇片复合制剂的

一种，可调节性激素水平［2］。坤泰胶囊是中药制剂

的一种，具有滋阴益髓、宁心安神等功效，常被应

用于虚烦不眠、忧思郁结等相关疾病治疗中［3］。本

研究观察芬吗通联合坤泰胶囊对更年期抑郁患者的

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资料

此次病例均为出现更年期抑郁于 2018 年 5 月

~2019 年 5 月在本院接受治疗的患者，共 58 例，随

机分作两组（按电脑数字表法）：对照组 29 例，年

龄 43~56 岁，平均（49.51±3.46）岁；停经时间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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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 年，平均（1.65±0.35）年；病程 0.5~3 年，平

均（1.75±0.35）年。试验组 29 例，年龄 43~57 岁，

平均（50.01±3.52）岁；停经时间 5 个月 ~3 年，平

均（1.71±0.34）年；病程 0.5~3.2 年，平均（1.85±

0.27）年。此次研究已通过本院医学伦理会审批，且

入选患者年龄、停经时间、病程等无统计学差异

（P>0.05），有可比性。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经《妇产科学》［4］、《中国精神疾

病分类及诊断标准》［5］确诊为更年期抑郁者；（2）入

组前 3 个月无雌激素、精神科相关药物使用史者；

（3）自愿参与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者。

排除标准：（1）合并卵巢早衰、甲状腺功能亢

进等可能影响性激素分泌的疾病者；（2）合并其他

严重器官、系统疾病及恶性肿瘤者；（3）存在药物、

酒精依赖者；（4）子宫、卵巢切除者；（5）抑郁严重

存在自杀倾向者。

1.3　方法

对照组予以芬吗通治疗：芬吗通（H20110208，

2mg：10mg*28片）1mg/ 次，口服，1次 /d，持续 3个月。

试验组予以芬吗通联合坤泰胶囊治疗：芬吗通药

物、用药方法与对照组一致，坤泰胶囊（Z20000083，

0.5g*96s）4 粒 / 次，口服，3 次 /d，持续 3 个月。

1.4　观察指标

完成 3 个月治疗后，观察以下指标：（1）性激

素水平改善情况。治疗前、后，分别采集两组 5ml

空腹外周静脉血液标本，常规离心后通过免疫化学

发光法对促卵泡激素（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

FSH））、雌二醇（Estradiol，E2）水平进行测定。（2）
更年期症状与抑郁改善情况。治疗前后，对两组展

开更年期妇女症状评分表（Kupperman Index，KI）［6］、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7］评分。KI 共 13 个条目，症状分 0~3 个等

级，无记 0 分，偶有记 1 分，持续记 2 分，影响生活

与工作记 3 分，计算总分，得分越高，症状越严重。

HAMD 涉及 17 个维度，各维度予以 0~4 分评分，总

分 68 分，得分越高，抑郁越严重。（3）睡眠质量改

善情况。治疗前后，选取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8］中的睡眠质

量、睡眠时间、睡眠障碍三个项目对两组患者进行

评分，各项目均介于 0~3 分，得分越高，睡眠质量

越差。

1.5　统计学分析

研究数据以 SPSS 20.0 处理，计量资料（x±s）
表示，t 检验；计数资料［n（％）］表示，χ2 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性激素水平改善情况

治 疗 前 ， 两 组 F S H 、 E2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治疗后，两组 FSH 均下降，且试验组较

低，E2 均提升，而且试验组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治疗前后性激素水平比较（x±s）

组别（n）
FSH（U/L）

t值 P值
E2（pmol/L）

t值 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n=29） 70.63±3.34 62.51±2.25# 30.432 ＜0.001 43.83±2.32 60.24±2.25# 35.287 ＜0.001

试验组（n=29） 70.64±3.32 53.61±2.17#* 37.542 ＜0.001 43.82±2.33 68.32±2.13#* 40.624 ＜0.001

t值 -0.024 29.224 - - -0.015 26.684 - -

P值 0.875 ＜0.001 - - 0.976 ＜0.001 - -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更年期症状与抑郁改善情况

治疗前，两组 KI、HAMD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治疗后，两组以上 KI、HAMD 评分均

下降，两组对比，试验组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2.3　睡眠质量改善情况

治疗前，两组 PSQI 量表相关评分（睡眠质量、

睡眠时间、睡眠障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两组上述评分均较治疗前低，组间对比，

试验组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3　讨论

更年期抑郁严重影响患者身心健康。治疗多从

雌激素替代、抗抑郁、心理治疗等方面入手，但此

类药物副作用较多，影响患者的治疗依从性［9］。在

中医学中，更年期抑郁属于“郁证”、“绝经前后诸症”

等，病机主要为气血不足、肝郁肾虚等，治疗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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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滋阴养血、补肾益气、宁心安神等方面入手［10］。

近年来，中西医结合方法逐渐被应用于更年期抑郁

治疗中。芬吗通由雌二醇、地屈孕酮组成，其中雌

二醇可有效对卵巢功能进行调节，而地屈孕酮可有

效对子宫内膜进行保护，减轻雌激素、雄激素副作

用。李筠［11］等人的研究予以围绝经期综合征芬吗通

治疗，发现治疗后患者 FSH、E2、KI 评分等显著改

善。坤泰胶囊是中药制剂的一种，由熟地黄、阿胶、

白芍等中药组成，具有滋养养血、益气安神等功效。

侯纪湘［12］等人的研究将坤泰胶囊应用于更年期综合

征治疗中，发现治疗总有效率为 85.71％，且患者

FSH、E2、KI 评分明显改善。

本次研究发现：治疗后，试验组 FSH 是（53.61
±2.17）U/L，较对照组的（62.51±2.25）U/L 低，E2
是（68.32±2.13）pmol/L，较对照组的（60.24±2.25）
pmol/L 高，提示芬吗通联合坤泰胶囊更有助于改善

更年期抑郁患者性激素水平。芬吗通中的雌二醇可

对外源性雌二醇产生补充作用，通过提升机体内雌

二醇水平，使其刺激卵巢、调节神经功能提升；地

屈孕酮可对子宫分泌期内膜产生促进作用，减轻雌

激素对子宫内膜的刺激性［13］。坤泰胶囊中的熟地黄、

阿胶存在植物雌激素方面的作用，口服用药后，药

品会在短时间内发挥作用，结合靶细胞雌激素受体，

促进雌激素效应发挥，进而达到缓解卵巢早衰、改

善性激素分泌的效果［14］。通过芬吗通联合坤泰胶囊

对更年期抑郁展开治疗时，二者发挥协同作用，巩

固疗效，可进一步调节患者性激素水平。

本研究发现：治疗后，试验组 KI、HAMD 评分

均较对照组低，提示芬吗通联用坤泰胶囊可进一步

改善更年期抑郁患者症状。芬吗通可有效对患者卵

巢功能、性激素水平进行调节，进而促进相关症状

缓解。坤泰胶囊中君药为熟地黄，可滋阴补血、补

肾填髓；臣药为阿胶、白芍、黄连，阿胶可补血滋阴，

白芍可养血平肝，黄连清热燥湿；佐药为茯苓、黄芩，

茯苓健脾安神，黄芩除湿散热。坤泰胶囊具有良好

的滋阴养血、补肾益气、宁心安神等效果，与芬吗

通联用于更年期抑郁治疗中时，可进一步促进患者

更年期、抑郁症状改善［15］。

本研究还发现：治疗后试验组 PSQI 中的睡眠质

量、睡眠时间、睡眠障碍评分均较对照组低，提示

于芬吗通基础上予以更年期抑郁患者坤泰胶囊治疗

可对其睡眠质量进行有效改善。更年期抑郁发生后，

在潮热、心悸、抑郁、烦躁等症状影响下，患者睡

眠质量严重下降，而通过芬吗通联合坤泰胶囊治疗

后，患者 FSH 水平下降、E2 水平提升，可减轻其对

自主神经活动的影响，并对患者精神状态进行调节、

缓解症状，使精神状态、疾病症状对患者睡眠的影

响减轻，进而达到提升其睡眠质量的效果。

综上所述，更年期抑郁通过芬吗通联合坤泰胶

囊治疗可有效改善患者性激素水平、临床症状及睡

表2　两组治疗前后更年期症状与抑郁评分比较（x±s，分）

组别（n）
KI

t值 P值
HAMD

t值 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n=29） 31.45±2.36 25.51±1.14# 25.567 ＜0.001 26.22±2.11 18.37±2.18# 24.089 ＜0.001

试验组（n=29） 31.46±2.35 28.33±1.10#* 31.456 ＜0.001 26.23±2.10 13.92±2.12#* 29.652 ＜0.001

t值 -0.024 24.476 - - -0.019 20.603 - -

P值 0.965 ＜0.001 - - 0.941 ＜0.001 - -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3　两组治疗前后睡眠质量比较（x±s，分）

组别（n）
睡眠质量

t值 P值
睡眠时间

t值 P值
睡眠障碍

t值 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n=29） 2.52±0.12 1.96±0.24# 29.679 ＜0.001 2.46±0.16 1.82±0.34# 31.764 ＜0.001 2.48±0.13 1.78±0.25# 31.105 ＜0.001

试验组（n=29） 2.53±0.11 1.28±0.31#* 36.786 ＜0.001 2.45±0.15 1.17±0.13#* 37.383 ＜0.001 2.49±0.12 1.20±0.13#* 37.085 ＜0.001

t值 -0.166 22.354 - - -0.037 23.643 - - -0.021 22.729 - -

P值 0.932 ＜0.001 - - 0.895 ＜0.001 - - 0.729 ＜0.001 - -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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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质量。但此次研究仅选取 58 例患者为对象，且未

予以长期随访，需展开进一步研究，以探讨更年期

抑郁通过芬吗通联合坤泰胶囊治疗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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