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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曲林联合乌鸡白凤丸治疗产后抑郁症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

袁银花

【摘要】目的　探讨舍曲林联合乌鸡白凤丸治疗产后抑郁症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将 2017

年 2 月 ~201� 年 2 月在我院进行治疗的 7� 例产后抑郁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 例。对照组采用舍

曲林治疗。观察组采用舍曲林联合乌鸡白凤丸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

临床疗效总评量表（CGI）、生活质量指数量表（QL-I）评分、血清 �- 羟色胺（�-HT）、雌二醇（E2）、

黄体酮（P）水平变化、艾森贝格抗抑郁剂不良反应量表（SERS）评分。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

对照组（P< 0.0�）；观察组干预后 EPDS、CGI 评分低于干预前和对照组，QL-I 评分高于干预前和对

照组（P< 0.0�）；观察组干预后 �-HT、E2、P 水平均高于干预前和对照组（P< 0.0�）；观察组干预后

SERS 评分低于干预前和对照组（P< 0.0�）。两组患者均未发生明显不良反应。结论　舍曲林联合乌

鸡白凤丸治疗产后抑郁症效果较好，可以改善患者的 EPDS、CGI、QL-I、SERS 评分、血清 �-HT、

E2、P 水平，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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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and safety of sertraline combine with wuji baifeng pills on the patients with postnatal depression
　　YUAN Yinhua. The Central Hospital of Zhumadian，Zhumadian 463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s and safety of sertraline combine with wuji baifeng pills on 

the patients with postnatal depression. Methods　78 cases of patients with postnatal depress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39 cases）and control group（39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by sertraline. The ob-

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by sertraline combine with wuji baifeng pills. The clinical effects，the scores of EPDS，

CGI，QL-I，the levels of 5-HT，E2，P，the scores of SERS in two group were con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

tive rate for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cores of EPDS，CGI for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cores of QL-I and the levels of 5-HT，

E2，P for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cores of SERS for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No obvious adverse reactions occurred in two groups. Conclusion
　Sertraline combine with wuji baifeng pills can improve the scores of EPDS，CGI，QL-I，SERS，the levels of 5-HT，

E2，P. in patients with postnatal depression.

【Keywords】Sertraline；Wuji baifeng pills；Postnatal depression；Clinical effects；Safety

产后抑郁症的发病率有明显增加的趋势［1］，表

现为情绪低落，自我评价下降，对生活缺乏信心，

甚至出现绝望、自杀、杀婴等倾向［2-4］。产后抑郁症

对产妇的身心健康造成明显的影响，还会阻碍儿童

心理的正常发育，对家庭和谐也产生不利影响［5］。

舍曲林属于选择性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是一

线抗抑郁药物［6］。然而研究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

产后抑郁症，其效果可能比单独西药治疗效果好［7］，

因此，我们观察了舍曲林联合乌鸡白凤丸对产后抑

郁症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 2017 年 2 月 ~2019 年 2 月我院进行治疗的

78 例产后抑郁症的患者进行研究。依据随机对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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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分为 2 组，每组 39 例。观察组：年龄为 21~35 岁，

平均年龄为（24.58±4.56）岁；病程为 15~35d，平均

病程为（20.64±4.77）d。对照组：年龄为 22~35 岁，

平均年龄为（23.98±4.77）岁；病程为 14~35d，平均

病程为（20.12±4.15）d。两组患者的年龄、病程等

无统计学差异（P>0.05）。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符合抑郁症诊断标准；爱丁堡产后抑

郁量表 EPDS 评分达 13 分及以上；知情同意，签署

知情同意协议书；。排除标准：仅 3 个月内服用过激

素类药物；严重器质性疾病者；存在药物依赖史或酒

精依赖史者；合并肝肾功能不全者；合并癫痫者；合

并精神障碍者；存在滥用药物史者；合并糖尿病者。

1.�　方法

对 照 组 ：舍 曲 林 （ 批 准 文 号 ：国 药 准 字

H20060867，50mg）治疗。起始剂量为 50mg/ 次，1
次 /d，在 1 周内，逐步增加剂量至 100mg。服药时间

为晨起口服。治疗 8 周。

观察组：舍曲林联合乌鸡白凤丸（批准文号：国

药准字 Z22022375，每丸重 9g）治疗。舍曲林用法、

用量同对照组。乌鸡白凤丸：9g/ 次，2 次 /d。治疗

8 周。

1.4　观察指标

观察疗效、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临

床疗效总评量表（CGI）、生活质量指数量表（QL-I）

评分、血清 5- 羟色胺（5-HT）、雌二醇（E2）、黄体

酮（P）水平变化、艾森贝格抗抑郁剂不良反应量表

（SERS）评分。

EPDS、CGI、QL-I 评分［8-10］：EPDS 评分，评价

患者的抑郁程度，CGI 评分，评价患者的治疗效果，

QL-I 评分，评价患者的生活质量。

疗效评价［11］：根据患者的 EPDS 评分进行评价。

EPDS 评分减少达 75％及以上为痊愈；EPDS 评分减

少达 50％及以上为显效；EPDS 评分减少达 25％及以

上为有效；其他为无效。总有效率为前三者的代数和。

血清单胺类递质 5-HT、E2、P 水平：抽取患

者清晨空腹静脉血 5ml，经 3000r/min 离心机离心

10min 后，分离血清，置于 -20℃低温冰箱中保存待

检。所有指标均采用购自美国 sigma 公司的试剂盒进

行检测，采取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 5-HT，采取化学

发光法测定 E2、P 水平，操作步骤按照试剂盒说明

书进行。

SERS 评分［12］：评价患者的抗抑郁剂不良反应。

1.�　统计学分析

数据处理用 SPSS 17.0 软件，计数资料用百分

率（％）表示，组间比较采取 χ2 检验，计量资料用

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取 t 检验，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疗效对比

观 察 组 总 有 效 率 高 于 对 照 组 ， 差 异 显 著

（P<0.05），见表 1。

表1　疗效对比［n，％］

分组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n=39） 15（38.46％） 12（30.77％） 10（25.64％） 2（5.13％） 37（94.87％）

对照组（n=39） 8（20.51％） 7（17.95％） 14（35.90％） 10（25.64％） 29（74.36％）

注：与同组治疗前对比，△P<0.05，与对照组对比，*P<0.05。

2.2　EPDS、CGI、QL-I 评分对比

观察组干预后 EPDS、CGI 评分低于干预前和

对照组，QL-I 评分高于干预前和对照组，差异显著

（P<0.05），见表 2。
表2　EPDS、CGI、QL-I评分对比［分，x±s］

分组 时间 EPDS CGI QL-I

观察组（n=39） 治疗前 16.86±2.69 6.79±1.56 4.59±1.58

治疗后 8.31±1.44 2.14±0.64 9.91±1.33

对照组（n=39） 治疗前 16.79±2.59 6.81±1.44 4.62±1.71

治疗后 12.49±2.64 4.33±0.98 6.39±1.89

注：与同组治疗前对比，△P<0.05，与对照组对比，*P<0.05。

2.�　血清 �-HT、E2、P 水平变化对比

观察组干预后 5-HT、E2、P 水平均高于干预前

和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见表 3。
表3　血清5-HT、E2、P水平变化对比［ng/L，x±s］

分组 时间 5-HT E2 P

观察组（n=39）治疗前 108.46±10.36 74.08±5.11 50.89±4.31

治疗后 234.19±12.37 171.59±14.68 100.59±10.61

对照组（n=39）治疗前 109.54±9.58 73.99±4.86 51.04±4.22

治疗后 154.16±11.28 124.16±10.35 76.84±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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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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SERS 评分对比

观察组干预后 SERS 评分低于干预前和对照组，

差异显著（P<0.05），见表 4。
表4　SERS评分对比［分，x±s］

分组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n=39） 19.67±5.16 4.86±1.15

对照组（n=39） 20.33±5.29 10.58±2.34

注 ：与同组治疗前对比，△P<0 .05，与对照组对比，
*P<0.05。

2.�　安全性评价

患者均未发生明显不良反应。

3　讨论

产后抑郁症是产妇在分娩后出现的抑郁症状，

其发病和生物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因素有关，产

后抑郁症的防治具有重要临床价值［13］。舍曲林治

疗产后抑郁症具有一定效果，但并非所有患者均能

去的满意的疗效。中医认为：抑郁症属“郁证”“百

合病”“癫证”等范畴，采取中药治疗具有一定的疗

效［14］。乌鸡白凤丸是妇科常用中成药，可以改善更

年期综合征患者的抑郁状态。临床发现，该药物还

可以改善产后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症状。

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说

明联合用药效果更好，本研究还发现观察组干预后

EPDS、CGI 评分低于干预前和对照组，QL-I 评分高

于干预前和对照组，说明联合用药不仅更好的改善

患者的抑郁症状，还可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有研究认为，机体内激素水平的变化，是产后

抑郁症发生的生物学基础。本文研究结果显示，观

察组干预后 5-HT、E2、P 水平均高于干预前和对照

组。说明联合治疗可以改变患者的激素水平和神经

递质的浓度。舍曲林为 SSRI 类抗抑郁药物，可以选

择性抑制中枢神经突触前膜对 5-HT 再摄取，发挥抗

抑郁功能。乌鸡白凤丸可以补气养血、调经止带。

乌鸡白凤丸产生雌激素样效果，发挥抗抑郁价值，

还可以促进 5-HT 的合成，影响大脑功能，从而达到

抗抑郁的效果。

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观察时间也比较短，所以

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果，但本研究初

步说明：舍曲林联合乌鸡白凤丸治疗产后抑郁症的效

果较好，可以改善患者的 EPDS、CGI、QL-I 评分、

血清 5-HT、E2、P 水平，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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