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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放松疗法联合阿戈美拉汀对产后抑郁患者的效果

吕会娟 、 周　斌 、 孙　博 、 郭书焕 、 李保平

【摘要】目的　探讨音乐放松疗法联合阿戈美拉汀治疗产后抑郁症患者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

2016 年 7 月～2019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 68 例产后抑郁症患者，简单随机化分为两组，各 34 例。对照

组予以阿戈美拉汀治疗，观察组加用音乐放松疗法，比较两组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评分（EPDS）、人

际问题问卷评分（IIP-32）、夫妻适应量表评分（DAS）、心理弹性量表评分（CD-RISC）、临床疗效总

评估量表 - 疾病严重程度评分（CGI-SI）、不良反应。结果　观察组治疗 1、2、3、4 周后 EPDS 评分

低于对照组（P< 0.05）；治疗 4 周后观察组 IIP-32 评分低于对照组，DAS 评分高于对照组（P< 0.05）；

治疗 4 周后观察组 CGI-SI 评分低于对照组，CD-RISC 评分高于对照组（P< 0.05）；两组不良反应发

生率比较（2.94％ vs 8.8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266，P= 0.606）。结论　音乐放松疗法联合

阿戈美拉汀治疗产后抑郁症，可改善夫妻关系，提高患者人际交往能力与心理弹性，减轻患者病情，

改善患者抑郁症状，安全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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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ect of music relaxation therapy combined with agomelatine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postpartum depression　　LV Huijuan，ZHOU Bin，SUN Bo，et al. Zhengzhou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
tal，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music relaxation therapy combined with agomelatine in 

the treatment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68 postpartum depression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ly 2016 to March 2019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34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agomelatine，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music relaxation therapy.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 Score（EPDS），the Interpersonal Questionnaire Question-

naire（IIP-32），and the Couples Adaptation Scale（DAS）. Mental Resilience Scale（CD-RISC），Clinical Efficacy 

Assessment Scale - Disease Severity Score（CGI-SI），Adverse Reactions. Results　The EPDS scores of the observa-

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1，2，3 and 4 weeks after treatment（P<0.05）. After 4 weeks of 

treatment，the IIP-32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DAS scor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4 weeks of treatment，the CGI-SI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CD-RISC scor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2.94％ vs 8.82％）.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Meaning（χ2=0.266，P=0.606）. Conclusion　Music relaxation therapy combined with 

agomelatine in the treatment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 can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improve 

the interpersonal ability and 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 of patients，reduce the patient's condition，improve the patient's 

depressive symptoms，and have high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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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 

（1）纳入标准：分娩前无精神类疾病；产后 4 周

内出现消极、倦怠、情绪抑郁等症状，EPDS 评分≥

13 分；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入组前 1 周无抗抑郁治

疗史。（2）排除标准：分娩前存在精神疾病者；脑肾

等合并严重功能异常者；药物成瘾者；存在药物过敏

史者；不能配合治疗、随访者；认知功能异常者。

1.3　方法 

1 .3 .1　对照组　予以阿戈美拉汀（国药准字

H20143375）治疗，起始 25 mg/ 次，1 次 /d，每日晚

顿服，2 周后酌情调整剂量至 50 mg/ 次，1 次 /d，每

日晚顿服，共给药 1 个月。

1.3.2　观察组　加用音乐放松疗法。（1）音乐准

备清单。轻音乐：《下渔舟》、《醉桃园》、《海棠春睡》、

《出水芙蓉》；乡村音乐：《安妮仙境》、《庆丰收》、《随

访飘荡》、《雨中节奏》、《美丽世界》、《乡村路带我回

家》、《请温柔的爱我》、《Longer》；世界名曲：《快乐

的农夫》、《春之歌》、《月光》、《幽默曲》、《卡门》、《爱

格蒙特》、《土耳其进行曲》、《致爱丽丝》；古典音乐：

《玫瑰骑士》、《阳春白雪》、《小夜曲》、《四小天鹅》、

《维瓦尔第四季》、《圣母颂》、《春江花月夜》、《高山

流水》。（2）实施方法：早晨起床后以乡村音乐为主，

上午、上午以古典音乐、世界名曲为主，晚上以轻

音乐为主，亦可根据患者爱好选取音乐素材，音乐

分贝 30～45，每日听 3～4 次，每次 30～50 min，干

预时间为 1 个月。

1.4　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治疗前及治疗 1、2、3、4 周后抑

郁情绪变化：应用 EPDS 评分评估，包含“我对未来

保持乐观态度”、“我开心，也能看到事物有趣的一

面”等共 10 个问题，总分 0～30 分，分值越低，抑

郁程度越轻。（2）比较两组治疗前、治疗 4 周后交际、

夫妻适应能力：交际能力以人际问题问卷（IIP-32）

评估，包含“你平时是否关心自己的人缘”、“和一大

群人在一起时，你是否会产生孤独感和失落感”等

共 32 个问题，最高分 36 分，分值越高，交际能力

越差；夫妻适应能力采用夫妻适应量表（DAS）进行

评估，由夫妻双方分别单独完成，包括相互满意度、

一致性等，总分值越低，夫妻冲突水平越高。（3）比

较两组治疗前、治疗 4 周后心理弹性、疾病严重程

度：心理弹性以心理弹性量表（CD-RISC）评估，包

括“我能处理不快乐的事情”、“我有亲密、安全的关

系”等共 25 个问题，采用 1～4 分记分法，分值越高，

心理弹性越高；疾病严重程度采用临床疗效总评估量

表（CGI）进行评估，该量表包括疗效总评、疾病严

重程度（SI）、疗效指数三项，本研究仅评定 SI，0～7

产后抑郁症是指产褥期首次发生的以心境（情

感）持续低落为主要特征一种精神障碍，可伴有烦

躁、沮丧、易哭、悲伤、易激动等，严重者可出现

幻觉、自杀，不仅危害产妇身心健康，亦对婴幼儿

造成不良影响。阿戈美拉汀系非单胺能、首个针对

生物节律紊乱，同步化昼夜节律抗抑郁药物，可改

善睡眠，缓解抑郁情绪［1］。音乐放松疗法是一门集

音乐学、生物学、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学科，

通过音乐活动引发生理、情绪、认知、心理、行为

体验，实现促进身心健康目的［2］。目前音乐放松疗

法联合阿戈美拉汀治疗产后抑郁症的报道较少，是

否能扩大受益仍需临床验证。鉴于此本研究选取 68
例产后抑郁症患者，从抑郁情绪改善、夫妻关系等

角度，探讨音乐放松疗法联合阿戈美拉汀应用效果，

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 年 7 月～2019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 68
例产后抑郁症患者，简单随机化分为两组，各 34 例。

两组年龄、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评分（EPDS）、分娩

方式、文化程度、婴儿性别分布均衡可比（P>0.05），

见表 1。

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婴儿男/女 年龄（岁） EPDS评分（分）
分娩方式 文化程度

顺产 剖宫产 高中及以上 高中以下

观察组 34 17/17 25~38（28.97±1.94）15~25（20.67±2.14） 19（55.88） 15（44.12） 25（75.53） 9（26.47）

对照组 34 18/16 24~37（29.03±2.48）14~25（20.59±2.18） 21（61.76） 13（38.24） 22（64.71） 12（35.29）

χ2/t 0.059 0.111 0.153 0.243 0.620

P 0.808 0.912 0.879 0.622 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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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不良反应 

观察组便秘 1 例，对照组多汗 1 例，便秘 1
例，恶心 1 例。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2.94％ 

v s  8 .82 ％ ），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χ 2=0 .266，

P=0.606）。

3　讨论 
产后抑郁发病率为 3.5％～33％［3］。产妇患病后

不但影响自身，而且往往常疏于对新生儿照料，对

婴幼儿产生不良影响，因此需予以重视。传统抗抑

郁药物多以单胺类神经递质为靶点，虽有一定疗效，

但起效慢，不良反应较大［4］。目前认为恢复昼夜节

律功能成为抗抑郁治疗有效标志之一［5-6］。阿戈美拉

汀是褪黑素受体 1 与 2 激动剂，并可拮抗 5- 羟色胺

受体，这种针对不同受体拮抗与激动作用，可协同、

重新同步昼夜节律［7］。Meta 分析［8］提示阿戈美拉汀

在改善认知功能、记忆能力等方面具有优势，不良

反应较小［9］。音乐放松疗法一方面使人全面放松，

紧张状态得以缓解，提高大脑皮层兴奋性，激发患

者情感，振奋患者精神，从而改善情绪状态；另一方

面患者在关注音乐时宣泄压抑的情感，可起到治疗

作用，音乐节奏、声波规律振动亦是一种物理能量，

当能量合适时，可引起组织细胞和谐共振，直接影

响人心率、脑电波、呼吸节奏等，有助于改善心血

管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等功能［10］。云鑫［11］

报道显示，音乐放松训练可改善老年慢性失眠患者

睡眠质量。Kavak 等［12］发现，音乐疗法可改善精神

分裂症患者心理症状和抑郁水平。可见音乐放松疗

法应用于精神疾病的治疗具有可行性。

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治疗 1、2、3、4 周后 EPDS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提示音乐放松疗法联合

分，分值越高，疾病越严重。（4）统计两组不良反应。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2.0 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x±s）
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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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郁情绪变化 

观察组治疗 1、2、3、4 周后 EPDS 评分低于对

照组（P<0.05），见表 2。

2.2　交际、夫妻适应能力 

治疗 4 周后两组 IIP-32 评分均降低，DAS 评分

均升高（P<0.05）；治疗 4 周后观察组 IIP-32 评分低

于对照组，DAS 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2.3　心理弹性、疾病严重程度 

治疗 4 周后观察组 CGI-SI 评分低于对照组，

CD-RISC 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4。
表2　两组EPD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1周后治疗2周后治疗3周后治疗4周后

观察组 34 20.67±2.1416.48±1.0713.57±0.8310.22±0.79 5.06±0.35

对照组 34 20.59±2.1818.69±1.1115.18±0.8612.65±0.82 8.15±0.44

t 0.153 8.358 7.855 12.444 32.047

P 0.879 0.000 0.000 0.000 0.000

表3　两组IIP-32、DA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IIP-32评分

t P
DAS评分

t P
治疗前 治疗4周后 治疗前 治疗4周后

观察组 34 20.11±4.25 7.29±2.33 15.423 0.000 98.87±8.63 110.23±7.55 5.777 0.000

对照组 34 19.97±4.18 9.97±2.28 12.246 0.000 99.15±8.57 104.49±8.03 2.651 0.010

t 0.137 4.794 0.134 3.037

P 0.892 0.000 0.894 0.003

表4　两组CD-RISC、CGI-SI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CD-RISC评分

t P
CGI-SI评分

t P
治疗前 治疗4周后 治疗前 治疗4周后

观察组 34 56.64±6.38 71.19±5.77 9.863 0.000 3.61±0.73 1.22±0.68 13.969 0.000

对照组 34 56.72±6.45 65.58±5.29 6.193 0.000 3.59±0.71 1.84±0.65 10.601 0.000

t 0.051 4.179 0.115 3.843

P 0.959 0.000 0.909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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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戈美拉汀治疗产后抑郁症，可有效改善患者抑郁

症状。音乐放松疗法联合阿戈美拉汀一方面可通过

药物直接作用于神经系统，缓解患者情绪低落、沮

丧等，另一方面可通过音乐放松患者身心，宣泄压

抑情感，减轻患者心理压力，两者协同作用，故疗

效较佳。此外，本研究还发现，治疗 4 周后观察组

IIP-32、CGI-SI 评分低于对照组，DAS、CD-RISC

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表明音乐放松疗法联

合阿戈美拉汀还可改善夫妻关系，提高患者人际交

往能力与心理弹性，减轻患者病情。两组不良反应

发生率比较（2.94％ vs 8.8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提示两种方法联合安全性较好。

综上所述，音乐放松疗法联合阿戈美拉汀治疗

产后抑郁症，可改善夫妻关系，提高患者人际交往

能力与心理弹性，减轻患者病情，改善患者抑郁症

状，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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