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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替代治疗围绝经期抑郁症疗效观察

李紫艳 、 黄　丽 、 陈　圆

【摘要】目的　探讨激素替代治疗围绝经期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 2018 年 12

月～201� 年 12 月本院接收的 104 例围绝经期抑郁症患者通过电脑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2 例患者。

常规组予以单纯抗抑郁药物治疗，研究组予以抗抑郁药物治疗 + 激素替代治疗。比较两组的效果。

结果　研究组临床疗效高于常规组（P< 0.0�）；研究组用药之后第 4 周、第 8 周以及第 12 周时的汉密

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均低于常规组（P< 0.0�）；研究组用药之后的雌二醇、卵泡刺激素、孕

酮以及黄体生成素的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常规组（P< 0.0�）；研究组与常规组不良反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 0.0�）。结论　和单纯抗抑郁药物治疗相比，给围绝经期抑郁症患者加用激素替代治疗，可

进一步减轻其抑郁症状，改善其激素水平，增加治疗效果，而且不增加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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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on depression patients during perimenopausal 
　　LI Ziyan，HUANG Li，CHEN Yuan. Zhumadian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cine，Zhumadian 46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ect of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on depression patients dur-

ing perimenopausal. Methods　From December 2018 to December 2019，104 depression patients during perimeno-

pausal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the method of computer random，52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routine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antidepressant alone，while the patients in study group added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outine group（P<0.05）. After 4，8 and 12 weeks of treatment，the HAMD score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

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routine group（P<0.05）. The improvement of estradiol，FSH，progesterone and lutein-

izing hormone in the study group after the treatment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routine group（P<0.05）.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antidepres-

sant treatment alone，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for perimenopausal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can further reduce their 

depressive symptoms，improve their hormone levels. and therapeutic effect，and no adverse reactions are in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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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围绝经期的女性，卵巢功能开始慢慢衰减，

雌激素也慢慢降低，出现一系列包括抑郁在内的绝

经相关症状，对女性身心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影响［1］。

围绝经期抑郁症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焦虑不安［2］，

可能与体内激素缺失有密切的关系［3］。目前治疗围

绝经期抑郁症患者的治疗方法包括激素替代治疗效

果和使用抗抑郁药物等［4］。本研究着重探讨了激素

替代治疗的临床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的主体为 104 例围绝经期精神抑郁症

患者，接收的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2019 年 12 月。

通过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通过电脑随机分

组法，进一步将之分成两个小组，每个小组分别 52
例。其中一组名为常规组；另一组名为研究组。研究

组年龄 45～58 岁，均龄（53.4±4.2）岁；病程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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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平均（25.5±2.8）个月；HAMD 抑郁程度：16
例轻度（7-17 分）、22 例中度（18-24 分）、14 例重

度（25 分以上）。常规组年龄 44～59 岁，均龄（53.5
±4.6）岁；病程 3～62 个月，平均（26.3±3.1）个月；

HAMD 抑郁程度：15 例轻度（7-17 分）、21 例中度

（18-24 分）、16 例重度（25 分以上）。各组基础资料

经临床统计学检验，结果 P 值＞ 0.05，具有可比性。

1.2　入组与排除标准

入组标准：知情同意且自愿参与，已经签署过

同意书；围绝经期综合征诊断标准符合《中华妇产科

学》［5］；抑郁症诊断标准符合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

分类与诊断标准》［6］，存在程度不一的烦躁、失眠、

食欲减退、易怒等症状；子宫完整。

排除标准：精神病史，无法正常交流、沟通；合

并其他严重妇科疾病或恶性肿瘤疾病；对研究用药过

敏；非自愿参与；中途退出研究。

1.�　方法

常规组 52 例患者予以单纯抗抑郁药物治疗，方

法为：口服盐酸阿米替林片（国药准字 H43020561，

规格 25mg*100s），初期用药时，每次 25mg，每日口

服 2-3 次；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根据患者实际病情

以及耐受情况，逐步追加用药量，每次 50-100mg，

每日口服 3 次。用药量最高 <200mg/d，坚持用药治

疗 12 周。

研究组 52 例患者则在服用抗抑郁药物治疗基

础之上，实施激素替代治疗，（1）若患者子宫保留，

则予以雌激素 + 周期性孕激素治疗，方法为：口服

戊酸雌二醇片（国药准字 J20171038，规格 1mg*21
片），每次 1mg，每日用药 1 次，坚持用药 3 周，

服药第 12d 开始加用醋酸甲羟孕酮片（国药准字

H33020715，规格 2mg*100 片），10mg/ 次，每日用

药 1 次，连续服用 10d。停药 1 周之后再进行下一个

周期治疗。坚持服用 3 个周期。（2）若是患者无子宫，

予以戊酸雌二醇片口服治疗，每次 1mg，每日用药 1
次，坚持用药 3 个月。

1.4　临床疗效评价

临床疗效评定依据为患者用药前后汉密尔顿抑

郁量表（HAMD）［7］评分改善情况，即：患者用药后，

HAMD 评分较治疗前降低幅度 >75％，则视为治愈；

用药后患者 HAMD 评分较治疗前降低 50％-74％，

则视为显效；用药后患者 HAMD 评分较治疗前降低

25％-49％，则视为有效；用药后患者 HAMD 评分较

治疗前降低 <25％，则视为无效。总体疗效 = 治愈 +

显效 + 有效。

1.�　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包括抑郁评分、激素水平、不良反应。

（1）患者用药前以及用药之后第 4 周、第 8 周以及

第 12 周时，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对患

者精神抑郁状态进行合理评分，满分 30 分，分值越

高，说明患者精神抑郁状态越严重。（2）用药前以及

用药后 12 周时，检测并对比研究组与常规组患者的

激素指标，包括雌二醇（E2）、卵泡刺激素（FSH）、

孕酮（P）、黄体生成素（LH）。（3）观察研究组与常

规组有无口干、眩晕、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

1.�　数据处理

各项研究数据均接受统计学软件 SPSS 19.00 的

分析和处理，计数资料用（％）的形式表示，计量资

料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差异分别

用 χ2、t 检验，当 P<0.05 时，认为数据之间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研究组与常规组临床疗效对比

研究组总体疗效高达 94.23％，明显高于常规组

80.77％，组与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详情见表 1。

表1　研究组与常规组临床疗效对比

小组 病例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体疗效

研究组 52 13（25.00％） 20（38.46％） 16（30.77％） 3（5.77％） 49（94.23％）

常规组 52 9（17.31％） 16（30.77％） 17（32.69％） 10（19.23％） 42（80.77％）

χ2 - 26.320

P - <0.05

2.2　研究组与常规组用药前后 HAMD 评分对比

用 药 前 ， 研 究 组 与 常 规 组 H A M D 评 分 并 无

统计学差异（P>0.05）；用药后，研究组与常规组

HAMD 评分均明显降低，且研究组明显低于常规组

（P<0.05），详情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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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研究组与常规组不良反应对比

小组 病例 口干 眩晕 恶心呕吐 总发生率

研究组 52 1（1.92％） 2（3.85％） 4（7.69％） 7（13.46％）

常规组 52 3（5.77％） 2（3.85％） 5（9.62％） 10（19.23％）

χ2 - 18.550

P - >0.05

3　讨论

围绝经期抑郁症主要表现为焦虑不安、睡眠质

量欠佳、容易发怒、烦躁、心情低落等，影响着患

者的身心健康，降低了患者生命质量［8］。目前认为围

绝经期精神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程度与子宫内膜厚度、

性激素水平减低具有密切的关系［9］。传统抗抑郁药阿

米替林，具有较强的镇静作用，对焦虑性抑郁症的

疗效可，但不良反应较大，患者服药依从性降低［10］。

本次研究发现：研究组临床治疗总体疗效 94.23％明

显高于常规组 80.77％，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研究组与常规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并

无明显差异（13.46％ VS 19.23％，P>0.05）。证实

了激素替代疗法联合抗抑郁药物治疗方案的有效性、

安全性。本研究与周全等的研究结果一致［11］。

处于围绝经期的妇女，雌激素水平下降和抑郁症

状关系密切［12］。实施激素替代疗法，能够帮助患者

有效调节雌激素，促使突触传递功能进一步加强，从

而改善患者围绝经期综合征，如潮热、抑郁烦躁、多

汗等［13］。戊酸雌二醇片属于雌激素类药物，内含雌激

素戊酸雌二醇，可避免骨吸收，有助于绝经之后的女

性抑制或者是减缓骨丢失，与此同时，还能够延迟皮

肤皱纹的发生。醋酸甲羟孕酮片也称之为安宫黄体酮

片，属于孕激素类药物，醋酸甲羟孕酮为主要成分，

可直接对女性患者子宫内膜进行作用，进而促使子宫

内膜增殖分泌［14］。醋酸甲羟孕酮片联合戊酸雌二醇片

治疗围绝经期抑郁症患者，能够为患者补充缺失的雌

激素，进而改善其激素水平，提高睡眠质量［15］。而阿

米替林能够减轻围绝经期患者抑郁状态，改善其情感

思维，增强食欲，缓解行为迟缓等不良症状。本文研

究发现：研究组用药之后第 4 周、第 8 周以及第 12 周

时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均低于常规组，

且研究组用药之后的雌二醇、孕酮水平高于常规组，

卵泡刺激素、黄体生成素明显低于常规组（P<0.05）。

充分证实了激素替代疗法与抗抑郁药物联合应用具有

较高的临床价值。

综上所述，对于围绝经期精神抑郁症患者而言，

激素替代治疗作用突出，效果显著。本研究样本量

较小，观察时间也比较短，后续需要更长时间的研

究来探索激素替代治疗的长期效果和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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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研究组与常规组用药前后HAMD评分对比

小组 病例 用药前 用药后第4周 用药后第8周 用药后第12周

研究组 52 20.3±1.6 15.1±2.4 10.2±1.2 6.2±1.4

常规组 52 20.2±1.1 17.3±2.5 14.4±1.6 10.8±1.9

t - 0.612 28.597 24.386 19.413

P - >0.05 <0.05 <0.05 <0.05

2.�　研究组与常规组用药前后激素水平对比

用药前，研究组与常规组激素水平无统计学差

异（P>0.05）；用药后，研究组与常规组激素水平均

改善，但研究组改善情况更优，与常规组相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情见表 3。

2.4　研究组与常规组不良反应对比

研 究 组 不 良 反 应 1 3 . 4 6 ％ ， 常 规 组 不 良 反

应 1 9 . 2 3 ％ ， 组 与 组 之 间 的 结 果 无 统 计 学 差 异

（P>0.05），详情见表 4。

表3　研究组与常规组用药前后激素水平对比

小组 病例 雌二醇 卵泡刺激素 孕酮 黄体生成素

研究组（52例） 用药前 84.6±13.4 23.4±6.8 2.8±0.1 15.5±3.3

用药后 120.5±16.8＊＃ 12.2±5.6＊＃ 3.2±0.3＊＃ 12.2±2.3＊＃

常规组（52例） 用药前 84.8±14.7 23.3±6.5 2.8±0.5 15.3±2.9

用药后 100.3±20.4＊ 22.3±5.8＊ 2.6±0.4＊ 13.9±2.8＊

注：比较同组用药前＊P<0.05；比较常规组用药后＃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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