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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性心理治疗联合艾司西酞普兰对抑郁症患者循环交替模式及社会功能
的影响

徐开营 、 李　晶 、 赵宾宾

【摘要】目的　探讨支持性心理治疗联合艾司西酞普兰对抑郁症患者循环交替模式（CAP）和社会

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5 年 6 月 ~2018 年 7 月我院收治的 118 例抑郁症患者分为两组，各 59 例。

对照组给予常规心理干预与艾司西酞普兰治疗，观察组加用支持性心理治疗，比较两组汉密尔顿焦虑

量表（HAMA）、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17）、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

（BPRS）评分、CAP 时间、CAP 率、A1、A2、A3 亚型。结果  观察组干预后 HAMA、HAMD-17、SDSS、

BPRS 评分、CAP 时间、CAP 率、A1、A2、A3 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支持性心理治疗联合艾

司西酞普兰治疗抑郁症，可改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提高患者社会功能，纠正循环交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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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upportive psychotherapy combined with escitalopram on circulation alternation pattern and 
social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XU Kaiying，LI jing，ZHAO Binbin. 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Zhumadian，Zhumadian 46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supportive psychotherapy combined with escitalopram on cyclical 

alternating pattern（CAP）and social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118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d-

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5 to July 2018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treatment 

plan，59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outin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and escitalopram，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supportive psychotherapy additional. The scores of Hamilton Anxiety Scale

（HAMA），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17），Social Deficiency Screening Scale（SDSS），Concise Psychi-

atric Rating Scale（BPRS），CAP time，CAP rat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

HAMA，HAMD-17，SDSS，BPRS score，CAP time，CAP rate，A1，A2，A3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Conclusion  Supportive psychotherapy combined with escitalopram in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can improve anxiety and depression，relieve clinical symptoms，improve patients' social func-

tion，and correct cyclical alternating mode activities with remarkable curativ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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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以显著、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

特征，终生患病率为 4.9％，严重影响患者身心健

康和社会功能［1］。睡眠中的循环交替模式（CAP）

是在非快动眼睡眠期出现的一种呈周期性的脑电

改变，反映了睡眠的微观结构。目前认为 CPA 和

抑郁症关系密切［2，3］。支持性心理治疗（Supportive 

Psychotherapy，SP）指治疗师通过鼓励、劝导、支持

等方式，帮助患者发挥潜能，提高克服困难能力的

一种心理动力学干预方法。本研究选取 118 例抑郁

症患者，从循环交替模式（Cyclic alternating pattern，

CAP）、社会功能等角度来分析支持性心理治疗联合

艾司西酞普兰的应用价值，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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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2015 年 6 月～2018 年 7 月我院收治的

118 例抑郁症患者，根据患者选取治疗方案不同分

组，各 59 例，其中对照组男 30 例，女 29 例，年

龄 20～68 岁，平均（43.61±11.74）岁，病程 1～5
年，平均（2.26±0.58）年，汉密顿抑郁量表评分

（HAMD-17）20～28 分，平均（25.36±1.27）分；观

察组男 33 例，女 26 例，年龄 22～66 岁，平均（43.52
±10.68）岁，病程 1～5 年，平均（2.31±0.61）年，

HAMD-17 评分 20～27 分，平均（25.42±0.72）分。

两组年龄、病程、性别、HAMD-17 评分等资料均衡

可比（P>0.05）。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1.2　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  

（1）纳入标准：符合抑郁症诊断标准［4］；无肝肾

功能严重异常；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入组前 6 周未

接受过相关治疗；发病前无认知异常；（2）排除标准：

哺乳期患者；妊娠期患者；合并恶性肿瘤者；脑出血、

脑梗死后患者；痴呆患者；酒精或药物依赖症患者；

存在艾司西酞普兰过敏史者。

1.3　方法 

1.3.1　对照组  常规心理干预与艾司西酞普兰治

疗。（1）给予艾司西酞普兰（国药准字 H20080599）

治疗，初始给药剂量为 5 mg/ 次，1 次 /d，口服，两

周内逐渐递增至 10～20 mg/d，2 次 /d，口服，共给

药 1 个月；（2）常规心理干预：医师开具药方后，由

我院精神科护理人员实施。（1）嘱患者保持放松心

情，可选择自身感兴趣、氛围轻松事情去支配闲暇

时间，转移注意力；（2）嘱患者尝试控制情绪，避

免刻意回忆或直接接触消极事物、人；（3）告知患

者，当无法很好控制情绪时，应及时发泄，并寻求

身边亲近人帮助。

1.3.2　观察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支持性心理

治疗，由我院专业心理治疗师实施：（1）表扬。询

问患者服药情况及近期情绪变化情况，认真、诚恳

地对患者治疗期间的配合度、表现予以肯定，嘱其

继续坚持；（2）建议。从患者近期情绪变化、情绪

控制出发，为患者提供符合自身需求的生活、工作

建议，告知患者在生活、工作中出现不良情绪时的

处理方法，尤其注意不能过度强迫自己，可通过运

动、散步、健身、吃自己喜欢食品等转移注意力，

并引导患者多与家人相伴，使其认识到自身对家庭

重要性，增加治疗动力，增强治疗信心；（3）保证。

治疗师向患者传递对抑郁症的感同身受，表示理解

患者心理感受，对患者病情作出评估、解释，在一

定范围内作出利他型保证，告知患者抑郁症是可治

疗的，遵医治疗有助于病情的控制，预防病情的恶

化；（4）鼓励。鼓励患者学会接受自我与疾病，通

过以往治疗成功的案例讲解，鼓励患者遵医接受治

疗，增加患者治疗信心，并结合患者自身病情，鼓

励患者学会发泄与控制情绪，同时鼓励患者多对自

己进行正性心理暗示，如“我能以平常心面对得失”、

“我能够战胜疾病”、“我可以控制情绪”等；（5）支

持。给予患者心理支持，告知患者任何时候遇到问

题，自身无法解决时，都可以打电话给治疗师，也

可以来治疗中心进行面对面交流；并与家属进行沟通

交流，讲解抑郁症的危害，提高家属重视度，嘱家

属多陪伴患者，日常生活应避免各种不良刺激，为

患者争取家庭支持。以上各心理治疗的实施均在安

静、舒适、整洁环境中进行，采用一对一方式，干

预过程中，避免无关人员聆听，以保护患者隐私，

且治疗师应重视对患者的聆听，通过患者反馈内容

灵活运用以上策略。60 min/ 次，2 次 / 周。

1.4　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干预前后焦虑情况、抑郁情绪：

焦虑情况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定，包

括心血管系统症状、紧张、害怕等共 14 个项目，各

项目 0～4 分，分值越高，焦虑情况越严重；抑郁

情绪采用 HAMD-17 量表评定，该量表包含入睡困

难、抑郁情绪、早醒、有罪感、工作和兴趣等共 17
个项目，总分＞ 7 分为有抑郁，分值越高，抑郁倾

向越严重；（2）比较两组干预前后社会功能、症状

变化：社会功能以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评

定，该量表包含责任心和计划性、职业和工作、对

外界的兴趣和关心、婚姻职能、家庭职能、父母职

能等共 10 个项目，均分为 0 分～2 分，分值越高，

社会功能缺陷越严重；症状变化以简明精神病评定量

表（BPRS）评定，包含感情焦虑障碍、敌对性、概

念紊乱等共 18 个项目，各项目分为 0～7 分，总分

18～126 分，分值越高，精神病症状越严重；（3）比

较两组干预前后 CAP 时间、CAP 率、A1、A2、A3
亚型：采用澳大利亚 Compumedics 公司多导睡眠监

测系统进行多导睡眠监测，记录总睡眠时间、睡眠

效率、睡眠潜伏期等，采用 Profusion PSG 软件分析

CAP，采用双极导联，60 s/ 屏，1 个 CAP 序列包含

若干个 CAP 循环，每个 CAP 循环包括 1 个 A 时相

（A1、A2、A3）和一个 B 时相，CAP 序列均始于 A

时相，止于 B 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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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HAMA、HAMD-17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HAMA评分

t P
HAMD-17评分

t P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59 28.55±4.91 11.51±2.68 23.399 0.000 25.42±0.72 9.89±1.35 77.966 0.000

对照组 59 29.18±5.13 15.84±2.79 17.547 0.000 25.36±1.27 12.67±1.48 49.981 0.000

t 0.682 8.597 0.316 10.660

P 0.497 0.000 0.753 0.000

表2　两组SDS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SDSS评分

t P
BPRS评分

t P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59 8.09±2.31 2.73±0.81 16.819 0.000 51.24±10.32 36.09±6.13 9.695 0.000

对照组 59 7.86±2.43 5.44±1.05 7.022 0.000 50.97±12.15 44.51±5.74 3.693 0.000

t 0.527 15.697 0.145 7.701

P 0.599 0.000 0.885 0.000

表3　两组CAP比较（x±s）

时间 组别 例数 CAP时间（min） CAP率（％） A1 A2 A3

干预前 观察组 59 142.84±31.12 61.44±7.91 198.36±21.55 87.66±10.35 93.46±7.61

对照组 59 144.73±40.05 59.98±6.34 203.32±18.94 85.94±8.71 95.13±5.86

t 0.286 1.106 1.328 0.977 1.336

P 0.775 0.271 0.187 0.331 0.184

干预后 观察组 59 92.73±13.95 25.62±6.79 127.43±13.65 51.61±6.85 48.88±5.15

对照组 59 110.06±15.28 37.11±5.69 151.88±15.27 64.42±7.53 56.29±4.03

t 6.434 9.962 9.169 9.666 8.704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

以（x±s）表示，组间比较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组内

比较行配对 t 检验，计数资料用 n（％）表示、χ2 检

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焦虑、抑郁情绪  

干预后两组 HAMA、HAMD-17 评分均较干预前

降低（P<0.05）；观察组干预后 HAMA、HAMD-17 评

分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2.2　社会功能、症状变化

干预后两组 SDSS、BPRS 评分较干预前降低

（P<0.05）；观察组干预后 SDSS、BPRS 评分低于对

照组（P<0.05），见表 2。

2.3　CAP  

干预后两组 CAP 时间、CAP 率、A1、A2、A3
均较干预前降低（P<0.05）；观察组干预后 CAP 时间、

CAP 率、A1、A2、A3 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3　讨论

抑郁症患者 5-HT 递质系统出现异常，艾司西酞

普兰能选择性抑制突触前膜对 5-HT 的再摄取，从而

发挥抗抑郁的作用［5］。心理社会因素对抑郁症状有明

显的影响［7］，心理治疗日益受到重视。支持性心理治

疗的理论基础是心理动力学，治疗目标是帮助患者学

会应对症状的发作，尽可能减少或避免症状的反复

发作，并预防更为严重的心理疾病的发生。从实施

策略角度讲，支持性心理治疗主要采用安慰、劝解、

疏导、鼓励、解释、保证等措施，重视支持性，即

当患者表达出一种感受，治疗师会接受而不是帮助

患者理解他为何会出现这种感受，这一策略能避免

引起患者的防御或反感，并调动患者表达自己的积

极性，从而为治疗师进一步寻求反馈、实施引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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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提供条件。在一项精神分裂症患者研究中发现，

支持性心理干预能降低患者复发率和再住院率［8］。在

一项随机对照研究中发现，支持性心理治疗能降低

老年抑郁症患者 HAMD-17 评分［9］。本研究发现：联

合应用艾司西酞普兰和支持性心理治疗，观察组干

预后 HAMA、HAMD-17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

说明支持性心理治疗联合艾司西酞普兰可明显改善

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分析原因发现，支持性心理

治疗联合艾司西酞普兰一方面能通过艾司西酞普兰

改善患者抑郁症状，另一方面能通过支持性心理治

疗的表扬、建议、保证、鼓励等策略，重建患者自尊，

提高患者自信、自我功能和适应技能，故效果良好。

睡眠紊乱是抑郁症患者主要症状之一，部分患

者还伴有睡眠时相前移、睡 / 醒节律异常，但目前关

于抑郁症患者普遍存在的日间疲倦、不能恢复精力

等现象不能被睡 / 醒节律异常充分解释［10］。CAP 是

非快速眼动的一种微观睡眠结构，能反映周期性短

暂脑电事件。国外相关研究发现，部分睡眠结构正

常的抑郁症患者的 CAP 活动与健康人群相比是明显

提高的，这可能为患者存在日间疲倦、不能恢复精

力的睡眠提供一个解释 ［9］。但目前关于抑郁症患者

CAP 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更多信息仍有待发掘。

张斌等［10］研究指出，CAP 指标的减分率与 HAMD17
呈正相关，可见 CAP 指标的降低有助于抑郁情绪的

改善。本研究发现：观察组干预后 CAP 时间、CAP

率、A1、A2、A3 低于对照组（P<0.05），说明支持

性心理治疗联合艾司西酞普兰能纠正抑郁症患者循

环交替模式活动，有助于改善患者睡眠质量。本研

究不足之处在于，本研究是根据患者选取治疗方案

不同来分组，而非随机对照研究，可能造成研究结

果存在一定偏倚，有待后续扩大样本量进行随机对

照试验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支持性心理治疗联合艾司西酞普兰

治疗抑郁症，可改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缓解患

者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社会功能，纠正循环交替模

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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