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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罗西汀联合心理治疗对产后抑郁患者负面情绪及睡眠质量的影响

许小芳 1 、 李　珂 2 、 张美珍 1 、 张秀娟 �

【摘要】 目的　探讨帕罗西汀联合心理治疗对产后抑郁患者负面情绪及睡眠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

取 201� 年 1 月～201� 年 � 月我院收治的 111 例产后抑郁症患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

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均接受心理治疗。在此基础上，对照组（�� 例）给予

马普替林治疗，观察组（�� 例）给予帕罗西汀治疗，观察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评分、匹茨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评分（PSQI）和神经递质水平、神经营养因子水平，及治疗

后临床疗效和简明健康状况调查表 （SF-��）评分。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HAMD、PSQI 评分低于

对照组（P<0.0�），SF-�� 评分、�-HT、BDNF 水平及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结论　帕罗西

汀联合心理治疗能够有效缓解产后抑郁患者负面情绪，改善睡眠质量，提升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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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aroxetine combined with psychotherapy on negative mood and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postpartum depression　　XU Xiaofang，LI Ke，ZHANG Meizhen，et al. Anyang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
pital，Anyang 45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effect of paroxetine combined with psychotherapy on negative mood and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postpartum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111 patients with postpartum depress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7 to June 2019 were col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Both groups received 

psychotherapy. On this basis，the control group（55 cases）was treated with maptidine，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56 cases）with paxil.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score，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scale（PSQI）

score，serum neurotransmitter level，neurotrophic factor level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and clinical efficacy and 

36-item shot-form health status survey（SF-36）score after treatment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HAMD and PSQI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SF-36 score，5-HT，and BDNF levels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Paroxetine combined with psychotherapy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negative emotions，improve sleep qua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postpartum depression. 

The mechanism may be related to regulating 5-HT and BDNF levels.

【Key words】Paroxetine；Psychotherapy；Postpartum depression；Negative mood；Sleep quality

产后抑郁症是产褥期女性常见疾病，患者以情绪

低落、无精打采、哭泣、困倦、表情阴郁、易流泪等

为主要临床表现［1］，患者如不能得到及时有效治疗，

严重时甚至可导致杀婴情况发生。心理治疗是临床上

治疗产后抑郁症的常用方法，具有患者易接受，对机

体无危害等优点，在临床应用范围广泛，但是，其治

疗疗程较长，短期内治疗效果并不明显，极易导致患

者治疗依从性降低，抵触治疗等情况出现，影响整体

治疗效果［2］。帕罗西汀是临床上治疗抑郁症的常用药

物，主要通过调节机体内 5-HT 水平产生抗抑郁的效

用［3］。该研究旨在观察帕罗西汀联合心理治疗对产后

抑郁患者负面情绪及睡眠质量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作者工作单位］1. 安阳市妇幼保健院（安阳，4��000）；2. 安阳市第七人民医院精神一科；�. 河南省鹤壁市人民医院药学部。

［第一作者简介］许小芳（1���.01-），女，河南林州人，本科，主管药师，研究方向：西药学妇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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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2017 年 1 月～2019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 111
例产后抑郁症患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纳入标准：符

合产后抑郁症诊断标准［4］；17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评分（HAMD-17）≥ 17 分；单胎初产妇；患者意识

清醒能够正常配合治疗，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

准：存在药物禁忌症者；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具有

自杀倾向患者；，入组前 30d 采用其他方案治疗者，

既往精神病史者。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

意。采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对照组 55 例，年

龄 24～33 岁，平均年龄（27.55±2.11）岁；病程 1～3
月，平均病程（2.01±0.33）月；文化程度：初中及以

下 5 例，高中及中专 20 例，大专及以上 30 例。观察

组患者 56 例，年龄 23～35 岁，平均年龄（27.51±

2.08）岁；病程 1～3 月，平均病程（2.03±0.31）月；

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3 例，高中及中专 21 例，大

专及以上 32 例。两组患者基线资料对比，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心理治疗，与患者积极沟通，倾

听患者诉说，通过科学方式对患者进行疾病知识普

及，改善患者认知，指导患者情绪宣泄方法，引导患

者与家属建立良好的关系氛围，提升家庭支持力度。

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增加帕罗西汀（国药准

字 H10950043，规格 20mg）口服，20mg/ 次，1 次 /d；

对照组患者给予马普替林（国药准字 H11020854，规

格 25mg）治疗，初始剂量为 50mg/d，1 次 /d 口服，

后根据患者病情变化调整到 250mg/d，2 次 /d 口服。

两组患者均持续治疗 8 周。

1.�　观察指标

（1）采用 17项汉密顿抑郁量表评分（HAMD-17）
评估患者抑郁情绪，HAMD 评分包含自知力、疑病、

工作和兴趣、睡眠不深、有罪感等 17 项内容，评分

<7 分提示患者情绪正常，评分≥ 18 分提示患者肯定

存在抑郁情绪，评分 >24分提示患者存在严重抑郁症。

（2）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评价患者睡眠

质量变化，PSQI 评分包含主观睡眠质量、睡眠效率、

催眠药物、日间功能障碍、入睡时间等 7 项内容，满

分 21 分，分数越高表明患者睡眠质量越差；（3）采

用简明健康测量量表评分（SF-36）评价患者治疗后

生活质量，其内包含精神健康、总体健康、情感职

能、生理功能、生理职能等 9 大维度，36 项内容，分

数越高提示患者生活质量越好。（4）患者治疗前后收

集晨起静脉血 5mL，使用台式高速离心机离心 5 分钟

（3500 转 / 分），提取血清约 2ml，放于 -70℃冰箱保

存，待统一检测。①神经递质水平：使用上海恒远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试剂盒，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检测患者治疗前后 5- 羟色胺（5-HT）水平变化；② 神

经营养因子水平：使用上海康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的试剂盒，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脑源性神经营

养因子（BDNF）水平变化；（5）临床疗效比较：显效：

HAMD 评分减分率 >75％；有效：HAMD 评分减分率

45％-75％；无效：HAMD 评分 <45％；总有效率 =（显

效 + 有效）/ 总例数 ×100％［5］。

1.4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处理，计量资料组

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以平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

组内多时间点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计数资料

比较采用 χ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HAMD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 HAMD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 2、4、8 周后 HAMD 评

分均较治疗前降低，且观察组患者治疗后评分低于

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HAMD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2周后 治疗4周后 治疗8周后

对照组 55 26.28±2.33 22.33±2.01* 17.19±1.28* 13.01±0.88*

观察组 56 26.31±2.37 19.01±1.26* 13.38±0.91* 7.38±0.59*

t 0.0672 10.4052 18.0456 39.5187

P 0.4733 0.0000 0.0000 0.0000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BDNF、�-HT 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 BDNF、5-HT 水平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两组

患者血清 BDNF、5-HT 水平明显升高，且观察组患

者各指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BDNF、5-HT水平比较（x±s）

组别 时间 5-HT（μg/L） BDNF（ng/mL）

对照组（n=55） 治疗前 13.19±2.28 5.83±2.09

治疗后 15.66±2.51△ 9.64±2.51△

观察组（n=56） 治疗前 13.21±2.30 5.86±2.11

治疗后 17.73±2.63△▲ 13.21±3.31△▲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PSQI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 PSQI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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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 2、4、8 周后 PSQI 评分

均较治疗前降低，且观察组患者治疗后评分低于对

照组（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PSQI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2周后 治疗4周后 治疗8周后

对照组 55 17.15±1.21 15.20±1.11* 12.11±0.89* 8.35±0.75*

观察组 56 17.18±1.19 13.91±1.03* 9.92±0.77* 6.11±0.51*

t 0.1317 6.3484 13.8719 18.3681

P 0.4477 0.0000 0.0000 0.0000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2.4　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总有效率（94.64％）明显高

于对照组患者治疗后总有效率（80.00％），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55 19（34.55） 25（45.45） 11（20.00） 44（80.00）

观察组 56 25（44.64） 28（50.00） 3（5.36） 53（94.64）

χ2 5.3979

P 0.0202

2.�　两组患者治疗后 SF-�� 评分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SF-36 评分各项得分均高于

对照组（P<0.05），见表 5。

表5　两组患者治疗后SF-36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生理功能 生理职能 身体疼痛 总体健康 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活力 健康变化

对照组（n=55）43.39±1.05 16.37±1.51 7.50±0.26 20.35±1.35 8.33±0.58 10.99±1.0820.98±1.30 14.89±1.55 3.41±0.23

观察组（n=56）48.11±0.38 18.05±0.43 8.96±0.11 23.12±0.86 9.20±0.39 13.11±0.8823.51±1.11 18.12±0.79 4.59±0.17

t 31.3803 7.9410 38.6495 12.8672 9.2572 11.3469 11.0335 13.7945 30.6945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3　讨论

产后抑郁症的发生原因较为复杂，可分为生物

因素及社会心理因素两种［6］，生物因素中又可分为内

分泌因素、遗传因素、产科因素、躯体疾病因素四

项，患者在产前胎盘类固醇水平较高，此时期患者

情绪多较为愉悦，随着分娩的进行，胎盘类固醇水

平显著降低，此时极易导致患者出现抑郁；具有家族

精神病史患者产后抑郁发生率较其他患者更高；患者

产前心态较差，在产前出现恐惧、紧张等情绪者更

易引起产后抑郁的发生；伴有残疾患者或合并躯体疾

病的患者会提升产后抑郁发生率。社会心理因素中，

产妇由于分娩前其心理为充分准备，产后出现不适

应，照顾婴儿疲劳过度，婴儿性别、家庭关系等因

素与产后抑郁的发生亦有着密切关联［7］。流行病学

调查显示［8］，产后抑郁的发生率约为 15％～30％，

且多发生于产后 6 周内，负面情绪的滋生对患者睡

眠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进而加重抑郁情绪，形成恶

性循环，降低患者生活质量，积极有效的治疗对于

改善患者负面情绪及生活质量均有着重要的意义。

心理治疗是当前临床上治疗产后抑郁最为常用

的方法，主要通过疏解患者情绪，改善患者心理状

态，提升患者对疾病的认知，促进患者及家属建立

良好的家庭关系等，改善患者抑郁情绪［9］。该研究

显示，两组患者治疗后 HAMD 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

降低，表明两种治疗方案均能够有效消除患者抑郁

情绪，而观察组患者降低幅度较对照组患者更为明

显，提示在心理治疗基础上联合帕罗西汀能够更为

有效的改善患者负面情绪，进一步提升治疗效果。

5-HT 属于中枢神经递质的一种，具有调节机体睡

眠、情绪、体温等效用，其水平变化直接影响患者

心理、食欲及睡眠状况，随着分娩这一生理过程的

进行，极易对机体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功能产

生影响，进而导致 5-HT 浓度或活性降低，引起海马

齿状回神经发生速度减慢，进而导致睡眠障碍、抑

郁的发生［10］。BDNF 属于神经营养因子的一种，具

有为神经提供营养，促进神经分化发育、改善突触

可塑性等效用，其水平与机体情绪成正比。该研究

显示，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5-HT 及 BDNF 水平均较

对照组患者水平高，提示帕罗西汀联合心理治疗能

够更为有效的改善患者神经递质水平及神经营养因

子水平，这可能是帕罗西汀治疗产后抑郁的机制之

一。临床分析认为，帕罗西汀是临床上治疗抑郁症

的新型药物，其属于选择性 5-HT 再摄取抑制剂的一

种，作用于机体后能够通过对脑神经 5-HT 再摄取产

生抑制效用，提升 5-HT 的浓度及水平而产生抗抑郁

效用；同时帕罗西汀能够对过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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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酶的活性进行调节，促进神经营养因子水平表达

上调，对神经元萎缩产生抑制作用，有效保护海马

神经元，调节 BDNF 水平，提升抗抑郁效用［11］。该

研究表明，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SF-36 评分及总有效

率较对照组患者高，PSQI 评分较对照组患者水平低，

提示心理治疗联合帕罗西汀口服对患者睡眠质量及

生活质量改善效果更为明显，且临床有效率高。分

析认为，随着患者抑郁情绪的改善，患者更易入睡，

而睡眠质量的提升又能够进一步缓解负面情绪，良

性循环下进一步提升治疗效果及患者生活质量。彭

敏［12］等学者研究表明，对 34 例产后抑郁症患者应用

心理治疗联合帕罗西汀治疗后，有效缓解患者焦虑

抑郁情绪，提升治疗效果，与该研究结果相当。

综上所述，帕罗西汀联合心理治疗通过调节神

经递质及神经营养因子水平，纠正患者认知，调节

患者心态等，治疗产后抑郁症效果显著，有效缓解

患者负面情绪，提升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联合治

疗下进一步提升治疗效果，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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