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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放松训练联合文拉法辛对产后抑郁症患者的效果

高　丽 1 、 郑学民 2 、 邢培凯 2

【摘要】目的　探讨瑜伽放松训练联合文拉法辛对产后抑郁症患者的短期效果。方法　选取我院

收治的 84 例（2017 年 6 月至 2019 年 2 月）产后抑郁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简单随机化分为对照组

（42 例）、观察组（42 例）。对照组采取文拉法辛治疗，观察组采取瑜伽放松训练 + 文拉法辛治疗。

治疗 6 周后，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汉密尔顿抑郁（HAMD）、焦虑（HAMA）评分、睡眠及不良反

应发生情况。结果　观察组治疗效率 95.24％，高于对照组 80.95％（P< 0.05）；两组治疗 2 周、4 周、

6 周后 HAMD、HAMA 评分较治疗前显著下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 0.05）；治疗 6 周后，两组

总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潜伏期、睡眠期觉醒时间较治疗前显著改善，且观察组改善幅度大于

对照组（P< 0.05）；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7.14％（3/42）较对照组 23.81％（10/42）低（P< 0.05）。

结论　瑜伽放松训练联合文拉法辛可更好的缓解产后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焦虑情绪，改善睡眠障碍，

还可减少药物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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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Yoga relaxation training combined with venlafaxine in patients with postpartum depression 
　　GAO Li，ZHENG Xueming，XING Peikai. Puyang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Puyang 457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short-term effect of Yoga relaxation training combined with venlafaxine on 

postpartum depression patients. Methods  84 patients with postpartum depressio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7 to February 2019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42 cases）and observation group（42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venlafaxine，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yoga relaxation 

training plus venlafaxine. After 6 weeks of treatment，the therapeutic effect，Hamilton depression（HAMD），anxiety

（HAMA），sleep disorders and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he treatment efficien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5.24％，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80.95％）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cores of HAMD and HAMA in the two group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2，4 and 6 

weeks of treatment，and the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6 weeks of treatment，the total sleep time，sleep efficiency，sleep latency and sleep awakening time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7.14％，which was lower than that（23.81％）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Yoga relaxation training combined with venlafaxine is effective in the treatment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 It can significantly alleviate depression and anxiety，improve sleep disorders，and reduce adverse drug re-

actions. 

【Key Words】Postpartum Depression；Venlafaxine；Yoga Relaxation Training；Depression；Anxiety；Sleep Dis-

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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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抑郁症严重影响产妇的生活，对新生儿的

成长也非常不利［1-2］。抗抑郁药物是目前治疗产后

抑郁症主要方法，但药物治疗不良反应较大。研究

证实，瑜伽放松训练具有改善躯体不适、调节身心

状态等作用，可促进负性情绪改善［3］。因此本研究

探讨瑜伽放松训练联合文拉法辛对产后抑郁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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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收治的 84 例（2017 年 6 月至 2019 年 2
月）产后抑郁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年龄 22～40 岁，

平均年龄（30.69±3.17）岁，病程 2～14 周，平均病

程（7.57±1.08）周，分娩方式：自然分娩 47 例，剖

宫产 37 例，抑郁程度：轻度 19 例，中度 58 例，重

度 7 例。简单随机化分为对照组（42 例）、观察组（42
例）。两组年龄、病程、分娩方式、抑郁程度等一般

资料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均衡可比，

见表 1。且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

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病程（周）
分娩方式 抑郁程度

自然分娩 剖宫产 轻度 中度 重度

观察组 42 22～38（30.27±3.05） 2～12（7.42±1.12） 23（54.76） 19（45.24） 10（23.81） 28（66.67） 4（9.52）

对照组 42 23～40（31.11±3.29） 2～14（7.71±1.03） 24（57.14） 18（42.86） 9（21.43） 30（71.43） 3（7.14）

t/χ2/U 1.213 1.235 0.048 0.028

P 0.228 0.220 0.826 0.978

1.2　选取标准

1.2.1　纳入标准　均证实为产后抑郁症；临床

资料完整；患者及家属均知情本研究方案，签订知情

承诺书。

1.2.2　排除标准  产前伴有抑郁症者；存在酒精

依赖、药物依赖、物质滥用史者；合并严重躯体疾病

者；伴有其他精神系统疾病、智力障碍者；参与本研

究前接受抗精神病、抗抑郁等相关治疗者；临床资料

缺失者；对本研究相关药物过敏或存在药物禁忌者；

伴有严重产后并发症者。

1.3　方法  

1 .3 .1　 对 照 组   给 予 文 拉 法 辛 （ 国 药 准 字

H20094118，规格：25 mg/ 粒），初始剂量为 25 mg/ 次，

2~3 次 /d，口服；2 周内根据患者病情变化情况、耐

受程度，逐渐增加药物剂量至 150 mg/d，每日最大

总剂量≤225 mg。持续治疗 6 周。

1.3.2　观察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瑜伽放

松训练，（1）环境准备：设置瑜伽训练专用室，保障

室内光线适宜、隔音良好、安静舒适，并准备合格、

柔软瑜伽垫；（2）患者准备：叮嘱患者沐浴后选择舒

适、宽松棉质衣裤，于餐后 3 h 或空腹状态下进行放

松训练，8～10 人 / 组；（3）训练方法：由 2 名专业

产后康复科护士进行训练指导，1 名护士实施轻柔、

温和语言指导，1 名护士进行动作示范。每次训练

前，详细讲解训练过程中相关注意事项。开始训练

时，播放舒缓、优美、适合瑜伽训练的音乐，制定

适合产后抑郁症患者的瑜伽动作组合，主要包括瑜

伽呼吸训练（10 min）、哈达瑜珈基本动作（40 min）、

结束部分（10 min），其中哈达瑜伽部分动作应遵循

由简到繁、循序渐进原则，以患者自我感觉舒适为

宜，指导其配合动作、冥想、呼吸等，结束部分则

配合音乐进行想象放松或渐进性肌肉松弛训练。1 

h/ 次，4 次 / 周，持续治疗 6 周。

1.4　疗效评价标准  

治 疗 6 周 后 ， 以 汉 密 尔 顿 抑 郁 （ H a m i l t o n 

Depression，HAMD）评分作为评价依据，基本治愈：

HAMD 评分下降幅度≥ 75％，临床症状基本消失；

显效：HAMD 评分下降幅度 50％～74％，临床症状

明显减轻；有效：HAMD 评分下降幅度 25％～49％，

临床症状有所减轻；无效；HAMD 评分下降幅度

＜ 25％，临床症状无改善。将有效、显效、基本治

愈纳入总有效率。

1.5　观察指标  

（1）治疗效果；（2）抑郁改善情况，两组治

疗前、治疗 2 周、4 周、6 周后采用 HAMD 评分判

定，分值越高，则提示抑郁情绪越严重；（3）焦虑

改善情况，两组治疗前、治疗 2 周、4 周、6 周后

采用（Hamilton anxiety，HAMA）评分判定，分值

越高，则提示焦虑情绪越严重；（4）睡眠障碍改善

情况，两组治疗前、治疗 6 周后采用多导睡眠图

（Polysomnography，PSG）监测，选取总睡眠时间、

睡眠效率、睡眠潜伏期、睡眠期觉醒时间 4 方面指

标进行分析；（5）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包括头晕、

头痛、恶心、厌食等情况。

1.6　统计学分析

运用 SPSS22.0 软件处理数据，计数资料采用 n
（％）表示，χ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t
检验，P<0.05 表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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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治疗效果  

观察组治疗效率 95.24％较对照组 80.95％高

（P<0.05），见表 2。

2.2　HAMD、HAMA 评分  

治疗前，两组 HAMD、HAMA 评分无显著差

异（P>0.05）；两组治疗 2 周、4 周、6 周后 HAMD、

HAMA 评分较治疗前显著下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

组（P<0.05），见表 3。

2.3　睡眠障碍改善情况  

治疗前，两组总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

潜伏期、睡眠期觉醒时间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 6 周后，两组总睡眠时间、睡眠效

率、睡眠潜伏期、睡眠期觉醒时间较治疗前显著改

善，且观察组改善幅度大于对照组（P<0.05），见

表 4。

2.4　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7.14％较对照组 23.81％

低（P<0.05），见表 5。

表2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n（％）

组别 例数 基本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42 25（59.52） 10（23.81） 5（11.90） 2（47.61） 40（95.24）

对照组 42 20（47.62） 8（19.05） 6（14.29） 8（19.05） 34（80.95）

χ2 4.087

P 0.043

表3　两组HAMD、HAMA评分比较（x±s，分）

项目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2周后 治疗4周后 治疗6周后

HAMD 观察组 42 22.73±1.62 15.42±1.44a 10.02±1.17a 8.20±1.03a

对照组 42 22.49±1.50 17.18±1.25a 12.94±1.34a 10.07±1.12a

t 0.705 5.982 10.638 7.965

P 0.483 ＜0.001 ＜0.001 ＜0.001

HAMA 观察组 42 21.34±1.56 15.91±1.66a 11.24±1.39a 8.55±1.11a

对照组 42 21.03±1.74 17.55±1.49a 13.07±1.44a 9.94±1.02a

t 0.860 4.765 5.926 5.976

P 0.393 ＜0.001 ＜0.001 ＜0.001

注：与同组治疗前相比，aP<0.05

表4　两组睡眠障碍改善情况（x±s）

时间 组别 例数 总睡眠时间（min） 睡眠效率（％） 睡眠潜伏期（min） 睡眠期觉醒时间（min）

治疗前 观察组 42 375.16±28.32 74.09±4.63 52.85±5.22 75.25±6.14

对照组 42 380.49±30.76 75.11±5.04 52.40±4.71 74.29±5.63

t 0.826 0.966 0.415 0.747

P 0.411 0.337 0.679 0.457

治疗6周后 观察组 42 473.62±34.11a 90.04±3.21a 24.33±3.12a 28.90±4.05a

对照组 42 442.58±37.20a 85.94±4.06a 33.38±4.06a 33.44±5.17a

t 3.986 5.134 11.454 4.480

P ＜0.001 ＜0.001 ＜0.001 ＜0.001

注：与同组治疗前相比，aP<0.05

3　讨论

国内产后抑郁症发病率呈现逐渐升高趋势，可

达 16％左右，需及时采取防治措施干预［4-5］。目前认

为，产后抑郁症的治疗需从多角度、多方面开展。文

拉法辛是临床治疗抑郁症患者的首选药物之一，具

有起效迅速、药物吸收较好、血药浓度维持时间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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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等特点，主要作用机制是通过抑制去甲肾上腺素

（NE）及 5- 羟色胺（5-HT）双重再摄取，提高中枢

突触间隙 NE、5-HT 功能，从而达到抗抑郁的目的［6］。

但由于产后抑郁症影响因素较多，加之患者个体差

异性较大，导致单药治疗疗效欠佳，需联合其他方

案共同治疗。本研究试将瑜伽放松训练联合文拉法

辛应用于产后抑郁症患者治疗中，结果发现：观察组

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提示两者联合疗效

显著。瑜伽放松训练是一种新型放松训练方式，可

通过调节人精神、心理、身体之间平衡关系，达到

消除生理、心理应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目的［7］。其中，

哈达瑜珈主要是模仿自然界植物、动物动作，使肢

体韧带、肌腱、肌肉产生放松与紧张感，且过程中

不要求动作极限，以患者自我感觉舒适为宜，配合

呼吸、冥想，有利于身体、精神、心理放松，从而

缓解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8］。本研究显示，观察组

治疗 2 周、4 周、6 周后 HAMD、HAMA 评分低于对

照组（P<0.05），提示瑜伽放松训练联合文拉法辛可

显著缓解抑郁、焦虑情绪。可能的原因在于文拉法

辛、瑜伽放松训练可从不同途径、不同作用机制发

挥抗抑郁效果，联合应用时具有协同增效作用，有

利于加快缓解抑郁、焦虑情绪，控制病情进展。

抑郁症患者通常在有睡眠障碍［9］。本研究发

现：治疗 6 周后，观察组总睡眠时间、睡眠效率高于

对照组，睡眠潜伏期、睡眠期觉醒时间短于对照组

（P<0.05），提示瑜伽放松训练联合文拉法辛可显著

改善睡眠障碍。大鼠试验表明，抑郁症睡眠障碍主

观夸大现象与其睡眠阶段高警觉性密切相关［10］。而

瑜伽放松训练可使全身肌肉放松，降低大脑皮层唤

醒水平及警觉状态［11］。且文拉法辛具有抑制快波睡

眠作用，可通过缓慢、持久等方式改善睡眠情况［12］。

此外，本研究还显示，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仅为

7.14％，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可见两者联合

可明显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但本研究未详细探讨

瑜伽放松训练联合文拉法辛对产后抑郁症患者远期

复发情况的影响，需作进一步分析与探究。

综上所述，瑜伽放松训练联合文拉法辛治疗产

后抑郁症患者疗效显著，可明显缓解抑郁、焦虑情

绪，改善睡眠障碍，还可显著减少药物不良反应，

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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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 头晕、头痛 恶心 厌食 总发生率

观察组 42 1（2.38） 1（2.38） 1（2.38） 3（7.14）

对照组 42 4（9.52） 3（7.14） 3（7.14） 10（23.81）

χ2 4.459

P 0.0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