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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肝解郁胶囊联合西酞普兰对老年抑郁症患者情绪及认知功能的影响

杨　娜 1 、 周红霞 2 、 任振勇 3 、 张　铭 2

【摘要】目的　分析老年抑郁症患者应用舒肝解郁胶囊联合西酞普兰治疗后效果。方法　将我院

91 例老年抑郁症患者依据掷币法分为对照组 45 例及观察组 46 例，对照组予西酞普兰口服治疗，观

察组增加舒肝解郁胶囊治疗，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后神经递质水平、神经营养因子水平、睡眠质量、

负面情绪及认知功能变化，并对比临床疗效。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 NE、DA、5-HT、BDNF 水平、

MoCA 评分及总有效率均高于对照组，PSQI 及 HAMD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舒肝解

郁胶囊联合西酞普兰能够有效消除老年抑郁症患者负面情绪，提升睡眠质量及认知功能，其机制可

能与调节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及单胺类神经递质水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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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hugan Jieyu capsule and citalopram on negative emotion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eld-
erly depressive patients　　YANG Na，ZHOU Hongxia，REN Zhenyong，et al. Puyang Third People's Hospital，
Puyang 457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Shugan Jieyu Capsule combined with citalopram after treatment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91 elderly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in our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n=45）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n=46） according to the coin tossing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italopram orally，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Shugan Jieyu Capsule combined citalopram. The neu-

rotransmitter level，neurotrophic factor level，sleep quality，negative emotion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two group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levels of NE，DA，5-HT，BDNF，MoCA score and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PSQI and HAMD scores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Shugan Jieyu Capsule combined with citalopram can effectively eliminate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improve their sleep quality and cognitive function，and the mechanism is 

related to the regulation of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s and monoamine neurotransmitters.

【Keywords】Shugan Jieyu Capsule；Citalopram；Elderly；Depression；Emotions；Cognitive Impairment

老年抑郁症主要以情绪低落、精力不足、言语

活动减少、兴趣减退等为主要表现，损害患者的认

知功能，影响患者的睡眠质量，严重时甚至导致患

者自杀。西酞普兰是常用的抗抑郁药物之一［1］。但

研究指出［2］，部分患者治疗后疗效并不能够达到预

期，联合用药可能可以提高老年抑郁症患者的效果。

舒肝解郁胶囊可以调节患者的睡眠质量，改善患者

的焦虑、抑郁情绪［3］，基于此，本研究主要探讨在

西酞普兰联合舒肝解郁胶囊对老年抑郁症患者的疗

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后选取本院 2018
年 1 月～2019 年 9 月就诊的 91 例老年抑郁症患者

进行研究，经脑电图、神经心理测验、抑郁自评

等检查确诊符合老年抑郁症诊断标准［4］，纳入患者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 17 分，家属知情同意患

者自愿参与，年龄 >60 岁。排除入组前服用抗精神

［作者工作单位］1. 濮阳市第三人民医院（濮阳，457000）；2.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 濮阳市人民医院。

［第一作者简介］杨娜（1979.06-），女，河南太康县人，本科，副主任中医师，研究方向：内科常见病及多发病的中医药

诊疗。

［通讯作者］周红霞（Email：she10305@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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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睡眠质量

治疗 2、4、6 周后，观察组患者 PSQI 均低于对

照组（P<0.05），见表 2。
表2　PSQI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2周后 治疗4周后 治疗6周后

对照组 45 14.15±1.58 11.10±1.11△ 8.25±0.81△ 7.39±0.71△

观察组 46 14.11±1.61 8.51±1.01△▲ 7.22±0.51△▲ 5.01±0.35△▲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3　情绪比较

治 疗 后 ， 观 察 组 H A M D 评 分 较 对 照 组 低

（P<0.05），见表 3。

2.4　认知功能

治疗后，观察组 MoCA 评分较对照组患者高

（P<0.05），见表 4。
表3　两组患者HAMD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2周后 治疗4周后 治疗6周后

对照组 45 25.26±1.51 19.19±1.33△ 16.21±0.59△ 13.01±0.33△

观察组 46 25.28±1.49 17.04±1.02△▲ 14.31±0.29△▲ 11.13±0.16△▲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4　MoCA评分对比（x±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2周后 治疗4周后 治疗6周后

对照组 45 17.31±1.26 22.13±2.02△ 25.35±1.61△ 26.85±1.01△

观察组 46 17.29±1.28 24.31±1.55△▲ 26.91±0.51△▲ 28.11±0.20△▲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药物治疗者，肢体功能障碍患者，对研究药物过敏

者。将符合标准的 91 例患者应用掷币法分组，对照

组 45 例，女 17 例，男 28 例；年龄 61～75 岁，平均

（67.89±3.11）岁；病程 1～7 年，平均（3.81±0.17）
年。观察组 46 例，女 16 例，男 30 例；年龄 63～77
岁，平均年龄（67.94±3.16）岁；病程 1～8 年，平均

（3.83±0.19）年。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无统计学意义

（P>0.05）。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西酞普兰（批准文号：H20150163，

规格：10mg*7 片）口服，起始剂量 10mg/ 次，1 次 /d，

7d 后调整剂量至 20mg；观察组增加舒肝解郁胶囊

（国药准字 Z20174037）口服，0.72g/ 次，2 次 /d，均

持续治疗 6 周。

1.3　观察指标

（1）神经递质：采集静脉血 5mL，3000r/min 离

心后收集血清，分别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及高效

液相－电化学检验仪检测患者治疗前后 5- 羟色胺

（5-HT）、多巴胺（DA）及去甲肾上腺素（NE）水平

变化；（2）神经营养因子水平：采集患者空腹静脉

血，采用由上海远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购买的试剂

盒，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脑源性神经营养因

子（BDNF）水平变化；（3）睡眠质量：依据匹兹堡睡

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评估，PSQI 评分总分 21 分，

分数越高睡眠质量越差；（4）负面情绪：采用汉密尔

顿抑郁量表评分（HAMD）评价，其内包含疑病、体

重减轻、激越等 17 项内容，分数越高提示患者抑郁

情况越严重，其中 >17 分提示患者肯定存在抑郁症，

<7 分提示患者情绪正常；（5）认知功能：应用蒙特利

尔认知评估量表中文版（MoCA）评估，MoCA 量表内

包含执行功能、语言、注意力与集中、抽象思维等

11 项内容，总分 30 分，分数越高提示患者认知功能

越好，其中≥ 26 分表示患者认知功能正常；（6）临

床疗效 HAMD 评分减少 >70％为显效；HAMD 评分

减少 30％-70％为有效；未达有效标准为无效［5］。

1.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处理数据，［n（％）］表

示计数资料，（x±s）表示计量资料，χ2 或 t 检验，

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神经递质、营养因子水平

治疗后，对照组 BDNF、5-HT、NE、DA 水平

较观察组水平低（P<0.05），见表 1。

表1　神经营养因子及神经递质水平对比（x±s）

组别 时间 5-HT（μg/L） DA（ng/L） NE（mg/L） BDNF（pｇ/mL）

对照组（n=45） 治疗前 85.01±7.88 46.06±7.21 7.99±0.59 17.91±5.68

治疗后 99.31±8.85△ 65.66±7.59△ 9.27±0.63△ 25.29±6.02△

观察组（n=46） 治疗前 85.03±7.90 46.09±7.19 8.01±0.61 17.89±5.71

治疗后 107.29±8.91△▲ 77.11±8.35△▲ 9.60±0.66△▲ 29.91±6.21△▲

注：与治疗前组内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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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临床疗效

观 察 组 患 者 总 有 效 率 高 于 对 照 组 患 者

（P<0.05），见表 5。
表5　临床疗效对比［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45 22（48.89） 11（24.44） 12（26.67） 33（73.33）

观察组 46 27（58.70） 15（32.61） 4（8.70） 42（91.30）*

注：与对照组比较，χ2=5.0696，*P=0.0243<0.05。

3　讨论

抑郁症在全球的发病率约为 3.1％［6］，我国约为

5％左右。老年抑郁症的发病率逐年提升［7］，有效的

改善老年抑郁症患者的症状体征对改善老年人生活

质量及生存率均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认为大脑生

化的改变、病理的改变以及心理因素均与老年抑郁

症有着密切关联［8］，患者典型症状为情绪低落、精

力不足，除此之外，认知功能障碍、睡眠障碍等症

状亦对患者的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目认为单胺类神经递质功能减退与老年抑郁症

的发生有着重要关联［9］，患者 DA、5-HT、NE 水平

多异常降低，BDNF 对神经元的营养及生长有着积

极的作用，其水平的降低会导致患者出现认知功能

障碍，同时会影响 5-HT 及 NE 的传导机制［10］。西酞

普兰主要通过对突触前膜轴突终端 5-HT1B 自身受体

及胞体－突触 5-HT1A 进行阻断，提升自身受体脱敏

过程，解除 5-HT 释放抑制速度，提升其在机体内

的利用度产生抗抑郁效果［11］。本研究发现，对照组

治疗后神经递质及营养因子较治疗前明显改善，证

实其应用于老年抑郁症患者治疗中的有效性，但是，

本研究还发现，观察组改善情况及总有效率更优于

对照组，且 PSQI 评分、HAMD 评分、MoCA 评分改

善效果优于对照组，提示联合治疗，能够更为有效

的调节单胺类神经递质水平，提升脑源性营养因子

水平，改善患者睡眠质量及认知功能，消除患者负

性情绪，进一步提升治疗效果。临床分析认为，疏

肝解郁胶囊含有的金丝桃素及伪金丝桃素具有抗抑

郁、抗病毒、治疗创伤的效用，可以对机体内的去

甲肾上腺素、多巴胺、5- 羟色胺等神经递质的再摄

取产生抑制作用，同时能够对去甲肾上腺素、5- 羟

色胺及多巴胺的重吸收产生非特异竞争性抑制，进

而有效促进机体内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及 5- 羟色

胺水平提升，发挥抗抑郁效用。疏肝解郁胶囊含有

的刺五加能够对机体内分泌系统及中枢神经系统产

生调节作用，提升机体免疫功能，减轻氧化应激损

伤，改善失眠和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故观察组治

疗疗效更优于对照组患者［12］。 本研究观察时间比较

短，所以没有观察到联合用药的长期不良反应，今

后的研究要延长观察时间，以期了解联合用药的长

期效果和不良反应。

综上所述，舒肝解郁胶囊联合西酞普兰可以通

过调节神经递质，有效改善老年抑郁症患者认知功

能及睡眠质量，消除焦虑抑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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