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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灵胶囊对合并焦虑、抑郁的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影响

单梅花 、 乔艳丽 、 张国妮 、 宋　科

【摘要】 目的　分析乌灵胶囊对合并焦虑、抑郁的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效果。方法　采用随机数

字表法将我院 �7 例合并焦虑抑郁的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分组，对照组 4� 例给予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

治疗，观察组 4� 例增加乌灵胶囊口服治疗，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细胞因子、血清补体、神经

递质水平、焦虑、抑郁情绪、症状体征变化，对比临床疗效及安全性。结果　观察组治疗后补体 C�、

C4、NE、�-HT 水平及总有效率均高于对照组，IL-17、IL-22、IL-�� 水平及 HAMA、HAMD、SLEDAI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不良事件发生率高于对照组（P>0.0�）。结论　乌灵胶囊能够有效消除

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焦虑、抑郁患者负性情绪，促进血清细胞因子及补体水平恢复正常，消除患者症

状体征，其机制与调节神经递质水平有关，联合常规治疗进一步提升治疗效果，且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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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Wuling Capsule in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patients with anxiety/depression 
　　SHAN Meihua，QIAO Yanli，ZHANG Guoni，et al. Anyang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Anyang 
45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Wuling Capsule in patients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complicated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97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ere enrolled in our hospital. The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n=48）was treated with hormone combined 

with 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while the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n=48）were treated Wuling capsule on the 

basis of control group. Serum cytokines，serum complement，neurotransmitter levels，anxiety，depression，efficacy 

and safet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levels of total C3，C4，NE and 5-HT in the observa-

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levels of IL-17，IL-22，IL-33 and HAMA，HAMD and 

SLEDAI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 in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between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Wuling Capsule can effectively eliminate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sys-

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promote the return of normal serum cytokines and 

complement levels，and eliminate the symptoms and signs of patients with good safety.

【Key words】 Wuling capsule；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Anxiety；Depression

系统性红斑狼疮病程较长，反复发作，极易导

致焦虑、抑郁情绪的产生，负性情绪反过来又可以

加重病情，不利于预后。目前药物治疗主要针对系

统性红斑狼疮，对于合并的焦虑抑郁效果不佳。乌

灵胶囊具有养心安神的效用，对于焦虑、抑郁也有

较佳的治疗效果［1］。本研究旨在观察乌灵胶囊对合

并焦虑抑郁的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1 月 ~2018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 97
例合并焦虑抑郁的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经生物化

学、实验室、免疫学、组织病理学等检查确诊符

合系统性红斑狼疮诊断标准［2］，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A）≥ 14 分，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

17 分，纳入患者认知功能正常，自愿签署知情同意

［作者工作单位］安阳市中医院（安阳，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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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排除药物禁忌症，既

往精神病史，家族精神病史，依从性差者，因其他

原因引起的焦虑抑郁负性情绪。采用随机数字表法

进行分组，对照组 48 例，其中男 8 例，女 40 例；年

龄 33~46 岁，平均（39.36±3.61）岁；病程 10~25 月，

平均（17.35±1.41）月。观察组 49 例，其中男 10 例，

女 39 例；年龄 31~49 岁，平均（39.43±3.65）岁；病

程 9~28 月，平均（17.41±1.39）月。两组患者一般

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

两 组 患 者 均 予 醋 酸 泼 尼 松 片 （ 国 药 准 字

H33021207）口服，40~60mg/d，分 2~3 次服用，硫

唑嘌呤片（国药准字 H33020153）饭后吞服，1~3mg/

kg/ 日，依据患者病情及血液耐受情况适当调整；观

察组患者增加乌灵胶囊（国药准字 Z19990048）口

服，0.99g/ 次，3 次 /d，两组患者均持续治疗 6 周并

对比临床疗效。

1.�　观察指标

 （1）血清细胞因子及补体水平比较：于患者治疗

前后，空腹下抽取静脉血 3mL，分别采用 ELISA 双

抗体夹心法及疫速率散射比浊法检测患者白细胞介

素 -17（IL-17）、白细胞介素 -22（IL-22）、白细胞介

素 -33（IL-33）、补体 C3及补体 C4水平；（2）神经递

质水平比较：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两组患者治疗

前后 5- 羟色胺（5-HT）及去甲肾上腺素（NE）水平；

（3）焦虑、抑郁情绪及症状体征变化：分别采用汉密

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及系统性红斑狼疮疾病活动指数（SLEDAI 评分）评

价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焦虑抑郁负性情绪及症状体征变

化，HAMD 评分包括 17 项，HAMA 评分包含 14 项，

两项评分均采用 0~4 级评分法进行评定，得分越高提

示焦虑抑郁情绪越严重，SLEDAI 评分标准：基本无活

动为 0~4 分，轻度活动为 5~9 分，中度活动为 10~14
分，重度活动为≥ 15分；（4）临床疗效 显效：症状体

征显著改善，负性情绪基本消失，SLEDAI、HAMA 及

HAMD 评分减分率均 >90％；有效：SLEDAI、HAMA 及

HAMD 评分减分率 45％~90％；无效：症状体征及负性

情绪无变化或加重，SLEDAI、HAMA 及 HAMD 评分

减分率 <45％［3］；（5）对比不良事件发生率。

1.4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处理，［n（％）］表

示计数资料，（x±s）表示计量资料，分别采用 χ2、t
值检验，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血清细胞因子及补体水平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 IL-17、IL-22、IL-33、C3 及

C4 水平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均显著改

善，观察组改善幅度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血清细胞因子及补体水平对比（x±s）

组别 时间 IL-17（ng/L） IL-22（ng/L） IL-33（ng/L） C3（g/L） C4（g/L）

对照组（n=48） 治疗前 85.94±33.95 6.71±0.90 677.99±268.15 0.33±0.09 0.09±0.03

治疗后 54.11±25.16△ 5.81±0.70△ 435.66±102.31△ 0.51±0.06△ 0.13±0.02△

观察组（n=49） 治疗前 86.13±34.02 6.69±0.88 679.01±270.11 0.32±0.08 0.08±0.02

治疗后 43.26±18.87△▲ 5.01±0.35△▲ 320.31±75.89△▲ 0.64±0.03△▲ 0.19±0.01△▲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神经递质水平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 5-HT 及 NE 水平均较治疗前明

显提升，观察组改善效果高于对照组（P<0.05），见

表 2。

2.�　焦虑、抑郁情绪及症状体征变化

对照组治疗后 HAMA、HAMD 及 SLEDAI 评分

均高于观察组（P<0.05），见表 3。

2.4　临床疗效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总有效率 95 .92 ％显著高

于对照组患者的 81 .2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4。

2.5　不良事件比较

观察组不良事件发生率 12.24％，对照组 10.42％，

无明显差异（P>0.05），见表 5。
表2　5-HT、NE 水平对比（x±s）

组别 时间 5-HT（ng/L） NE（ng/L）

对照组（n=48） 治疗前 115.11±16.03 11.01±2.01

治疗后 201.32±18.02△ 18.99±3.02△

观察组（n=49） 治疗前 115.31±16.11 10.99±2.03

治疗后 232.36±18.88△▲ 22.12±2.88△▲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0 年第 47 卷第 1 期 - 1�7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表3　HAMA、HAMD及SLEDAI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HAMA评分 HAMD评分 SLEDAI评分

对照组（n=48）治疗前 24.65±2.01 26.85±2.30 12.03±5.35

治疗后 13.33±1.46△ 14.25±1.16△ 8.66±4.16△

观察组（n=49）治疗前 24.71±1.99 26.88±2.28 12.06±5.41

治疗后 7.68±0.88△▲ 8.31±0.99△▲ 6.99±3.33△▲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4　临床疗效对比［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48 26（54.17） 13（27.08） 9（18.75） 39（81.25）

观察组 49 33（67.35） 14（28.57） 2（4.08） 47（95.92）

注：与对照组比较，χ2=5.1890，*P=0.0227<0.05。

表5　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口干 恶心 头痛 合计

对照组 48 1（2.08） 2（4.17） 2（4.17） 5（10.42）

观察组 49 2（4.08） 2（4.08） 2（4.08） 6（12.24）

注：与对照组比较，χ2=0.0806，*P=0.7765>0.05。

3　讨论

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确切发病原因并不明确，内

分泌、免疫异常、遗传、感染、环境、雌激素等因

素均与本病的发生发展有着密切关联［4］。患者以女

性最为常见，临床上主要表现为蝶形红斑、皮肤红

斑狼疮、口腔溃疡、色素沉着或脱失、荨麻疹样皮

疹、关节痛、胸膜炎、精神异常等症状和体征。系

统性红斑狼疮病程较长，反复发作，难以根治，多

数患者伴有焦虑、抑郁，进一步加大治疗难度，不

利于疾病转归。

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常规治疗以免疫抑制剂联合

激素类药物共同治疗为主，醋酸泼尼松片及硫唑嘌

呤片是其中的代表性药物，作用于机体后通过减轻

机体组织对炎症反应，抑制溶酶体酶释放、炎症细

胞的聚集及吞噬作用、炎症化学中介物释放合成，

调节细胞介导免疫反应及免疫系统细胞水平，降低

细胞表面受体与免疫球蛋白结合能力及淋巴母细胞

转化，改善补体成分，减少免疫球蛋白浓度而产生

治疗效果［5-6］。陈俊华等［7］学者研究证实，系统性

红斑狼疮患者体内有补体 C4、补体 C3 低水平表达

及 IL-33、IL-22、IL-33 高水平表达，因此，通过

监测患者治疗前后血清细胞因子水平及血清补体水

平，对于判定疾病的治疗效果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

本研究发现：两组患者治疗后血清 IL-17、IL-22 及

IL-33 水平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补体 C3、C4 水平

均较治疗前显著提升，证实醋酸泼尼松片联合硫唑

嘌呤片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有效性。而观察组患

者治疗后血清各项指标改善效果更优于对照组，且

HAMA、HAMD、SLEDAI 评分评分低于对照组患者，

5-HT、NE 水平及临床疗效高于对照组患者，提示

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联合乌灵胶囊够更为有效的改善

患者症状体征，调节机体神经递质水平，消除患者

焦虑抑郁负性情绪，进一步提升治疗效果。可能的

原因是乌灵胶囊内的主要成分为乌灵菌粉，于乌灵

菌内提取，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8］，乌灵菌内含有

大量的氨基酸及维生素，尤以腺苷多糖及谷氨酸最

为多见，能够有效改善血脑屏障通透性，调节患者

机体内γ- 氨基丁酸、谷氨酸、5- 羟色胺及去甲肾

上腺素水平，促进γ- 氨基丁酸合成，改善谷氨酸脱

羧酶活性，作用于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焦虑抑郁情

绪患者，能够有效消除患者负性情绪，联合醋酸泼

尼松、硫唑嘌呤，多靶点联合治疗，心理生理双向

调节，进一步提升治疗效果［9］。同时，观察组患者

治疗期间不良事件发生率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提

示联合用药并不会增加不良事件发生。王慧娟等［10］

学者研究证实，对 51 例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有焦虑

抑郁患者应用乌灵胶囊治疗后显示，有效改善患者

焦虑抑郁负性情绪，消除患者症状体征，治疗效果

更优于常规治疗组，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乌灵胶囊通过调节神经递质水平，

提升 5- 羟色胺及去甲肾上腺素水平等，治疗系统性

红斑狼疮合并焦虑抑郁患者效果显著，联合常规治

疗，更为有效的改善患者血清细胞因子及补体水平，

促进疾病转归，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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