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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曲林联合疏导疗法对抑郁症合并糖耐量异常患者的疗效观察

赵　焕 、 郑　鑫 、 杨元芳

【摘要】 目的　探讨舍曲林联合疏导疗法治疗抑郁症合并糖耐量异常患者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 2017 年 2 月 ~2018 年 7 月我院收治的抑郁症合并糖耐量异常患者 104 例作为本次研究的主体对

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52 例。对照组采用单一舍曲林治疗，

而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运用疏导疗法治疗。观察比较两组患者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17 项）、SF-36 评分，临床疗效及糖耐量情况。结果　（1）干预前，两组患者的血糖水平、HAMD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2）与治疗前相比，两组患者治疗后血糖水平及 HAMD 评分均明

显降低，且观察组患者血糖水平及 HAMD 评分较对照组降低明显（P< 0.05）；（3）与对照组相比，观

察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疗效及 SF-36 评分均明显改善（P< 0.05）；（4）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 0.05）。结论　舍曲林联合疏导疗法治疗抑郁症合并糖耐量异常患者效果显著，可以提高

患者生活质量，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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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ertraline combined with dredge therapy on depression patients with abnormal glucose tolerance 
　　ZHAO Huan，ZHENG Xin，YANG Yuanf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in Henan 
Province，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sertraline combined with dredge therapy on depression patients 

with abnormal glucose tolerance. Methods　A total of 104 depression patients with abnormal glucose tolerance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7 to July 2018 were col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observation group（52 

cases）received sertraline combined with dredge therapy；control group（52 patients）treated with a single sertraline. 

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score，SF-36 score，clinical efficacy and glucose tolera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1）Before intervention，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HAMA score and blood glucose level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2）Compared with before intervention，the HAMA score and blood glucose level 

in the two groups were lower after intervention（P<0.05），and the score and glucose level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3）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clinical efficacy and SF-36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P<0.05）. （4）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dverse reac-

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Sertraline combined with dredge therapy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in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patients with abnormal glucose tolerance，which can improve the life of patients，and is 

worthy of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 words】Depression；Abnormal glucose tolerance；Sertraline；Dredge therapy

抑郁症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精神类疾病，其临床

特征主要为持久的心境低落，以认知功能损害、意

志活动减退、思维迟缓以及心境低落等症状为主要

表现，一些患者还会出现自杀倾向，具有较大的危

害性［1］。糖耐量异常是口服一定量的葡萄糖后，血

糖高于正常水平且低于糖尿病诊断标准的一种疾病。

研究发现，抑郁情绪会对糖耐量异常患者产生负面

影响，使得患者自信心下降，治疗依从性降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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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导致患者血糖水平恶化。而长时间保持高血糖水

平，亦会使患者的抑郁症状加重，二者形成恶性循

环［2］。舍曲林治疗抑郁症合并糖耐量异常患者虽可

以改善糖代谢，但是无法获得满意疗效［3］。因此，

本研究旨在探讨舍曲林联合疏导疗法治疗抑郁症合

并糖耐量异常患者中的临床效果。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7 年 2 月 ~2018 年 7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抑郁症合并糖耐量异常患者 104 例为研究对象。入

选标准：①入组患者均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

诊断标准第 3 版（CCMD-3）中癫痫性抑郁障碍的诊

断标准；②年龄 18~60 岁；③患者及家属知情，且签

署同意书；④无药物禁忌症或过敏史；⑤经医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排除标准：①临床资料缺失者；②严重

意识障碍或精神异常者；③药物过敏史或禁忌症者；

④中途退出研究者。按照随机数字法将其分为两组，

每组 52 例。对照组患者抑郁症病程 2~4 年，平均

（2.8±1.1）年，年龄 26~40 岁，平均（32.6±9.3）岁，

其中 22 例为女性、30 例为男性；观察组患者抑郁症

病程 2~5 年，平均（2.9±1.3）年，年龄 28~41 岁，

平均（32.8±9.5）岁，其中 24 例为女性、28 例为男

性。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采用单一药物治疗，

即口服盐酸舍曲林片（国药准字 H20080141，规格

50mg），50mg/ 次，每天 1 次，早晨服用，连续治疗

8 周。

1.2.2　观察组　观察组患者在上述治疗的基础

上，再联合疏导疗法治疗，方法如下：①建立良好护

患关系。入院时，热情接待患者，与患者进行良好

的交流和沟通，运用简单易懂的语言，给患者及家

属介绍院内环境、规章制度等，并且对患者的身体

状况进行询问，全程面带微笑，保持和蔼可亲的态

度，使患者的陌生感减轻；②认知干预。根据患者的

受教育程度，再结合性格特点、病情等，选择合适

的健康教育方法，包括一对一交流、开展讲座以及

发放宣传册等，使患者了解和掌握疾病知识，正视

自身病情，对患者的错误行为和认知进行纠正，并

且告知患者不良情绪的危害，引导患者正确宣泄不

良情绪，保持积极、健康的心态；③家庭支持。对家

属进行适当的健康教育，使其了解患者病情，告知

患者家庭支持的重要性，叮嘱家属多关心、陪伴患

者，使患者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从而增强战胜疾病

的信心。

1.3　观察指标

1.3.1　血糖水平　检测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的血

糖水平，主要为餐后 2h 血糖（2hPG）。

1.3.2　负面情绪评分　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17 项）评价患者抑郁情绪，评分≥ 17 分为

存在抑郁症状，得分越高，说明抑郁程度越严重［4］。

1.3.3　临床疗效　根据 HAMD 减分率评价治疗

效果，即（治疗前分值 - 治疗后分值）/ 治疗前分值

×100％=HAMD 减分率：①痊愈。HAMD 减分率≥

75％；②显效。HAMD 减分率为 50％-74％；③有效。

HAMD 减分率为 25％-49％；④无效。HAMD 减分率

<25％［5］。

1.3.4　生活质量　采用 SF-36 量表对两组患者

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价，包括四个方面内容，分别是

心理状态、生活能力、社会情况以及躯体功能，得

分与生活质量呈正比关系［6］。

1.3.5　不良反应　治疗期间，对两组患者的不

良反应发生情况进行观察，包括烦躁、出汗以及恶

心等，并且计算不良反应发生率。

1.4　统计学分析

本次数据由 SPSS20.0 软件分析，计量资料组间

比较采用 t 检验，以（x±s）表示。计数资料比较采

用 χ2 检验。P<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糖水平变化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血糖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两组患者 2hPG

水平明显降低，且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治疗

后的 2hPG 水平降低更明显（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糖水平比较（x±s，mmol/L）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对照组（n=52） 9.76±2.18 8.81±1.46 8.235 <0.05

观察组（n=52） 9.71±2.11 7.72±1.09 6.187 <0.05

t值 0.872 9.175

P值 >0.05 <0.05

2.2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经过 8 周治疗后，观察组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

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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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临床疗效对比［n（％）］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对照组（n=52） 0（0.0） 10（19.23）22（42.31）20（38.46）32（61.54）

观察组（n=52）2（3.85）19（36.54）21（40.38）10（19.23）42（80.77）

χ2值 12.973

P值 <0.05

2.3　两组患者负面情绪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HAMD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与治疗前相比，两组患者治疗后

HAMD 评分较前明显降低，且与对照组相比，观察

组患者的 HAMD 评分明显降低（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后HAMD比较（x±s，分）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对照组（n=52） 15.12±3.18 9.87±1.69 6.089 <0.05

观察组（n=52） 15.34±3.23 8.55±2.09 7.812 <0.05

t值 0.672 9.175

P值 >0.05 <0.05

2.4　两组患者治疗后 SF-36 评分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SF-36 评分

明显升高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治疗后SF-36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社会情况 心理状态 躯体功能 生活能力

对照组（n=52）52.31±4.77 57.01±4.78 52.66±4.96 12.04±3.19

观察组（n=52）60.12±5.37 68.98±4.35 62.11±4.82 16.89±3.55

t值 6.309 8.112 7.397 9.673

P值 <0.05 <0.05 <0.05 <0.05

2.5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治 疗 期 间 ， 两 组 患 者 均 没 有 出 现 严 重 低 血

糖 ， 且 不 良 反 应 发 生 率 比 较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见表 5。
表5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n（％）］

组别 出汗 烦躁 恶心 发生率

对照组（n=52） 1（1.92） 2（3.85） 4（7.69） 7（13.46）

观察组（n=52） 1（1.92） 1（1.92） 4（7.69） 6（11.54）

χ2值 0.863

P值 >0.05

3　讨论

抑郁症是临床上的一种常见、多发病，其发病

机制复杂，与神经营养因子、性激素、细胞因子以

及遗传等诸多因素有关，具有病程长、迁延不愈、

复发率高的特点，严重危害患者身心健康［7］。近年

来，随着人们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的改变，糖耐量

异常在我国的发病率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其发

病人群趋于年轻化，并且随着病程的延长，患者会

出现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抑郁症也会影响糖代谢

异常，二者互相作用，其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可能

与以下因素有关：①糖代谢异常会增加心脑血管疾

病的发生风险，影响患者睡眠质量，使抑郁症状加

重［8］；②糖代谢异常作为一种慢性疾病，需要定期监

测，避免发生糖尿病，患者心理压力较大，从而导

致抑郁症［9］；③患者因为长时间处于应激状态，升高

体内皮质醇和生长激素水平，使发生抑郁症的风险

增加［10］。

舍曲林作为 5- 羟色胺的一种再摄取抑制药，选

择性较高，可以作用于突触前膜，有效阻断 5- 羟色

胺的再摄取，使突触间隙 5- 羟色胺水平维持正常，

从而使患者的抑郁症状减轻［11］。在本次研究中，两

组患者的 HAMD 评分较治疗前均有所下降，其原因

可能与舍曲林口服吸收好，用药 5d 后，可以维持

稳定的血药浓度，并且随着时间的延长，能够降低

脑内去甲肾上腺素受体水平有关［12］。同时，疏导疗

法作为一种辅助治疗方法，其目的主要为鼓励患者

充分宣泄不良情绪，找出心理问题与矛盾，改变不

良认知，使新的认知模式形成，提高患者治疗依从

性［13］。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有效

率为 80.77％，高于对照组的 61.54％，并且与对照

组比较，观察组的血糖水平和负面情绪评分均明显

下降，而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较对照

组明显改善，说明疏导疗法联合舍曲林，不仅可以

使患者的抑郁症状减轻，提高治疗效果，还能使患

者的抗病信心增强，从而提高生活质量［14］。综上所

述，在抑郁症合并糖耐量异常患者的临床治疗中舍

曲林联合疏导疗法，不仅可以降低患者血糖水平，

缓解抑郁情绪，提高治疗效果，还能改善患者生活

质量，并且安全性高，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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