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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灵胶囊辅助治疗对甲亢伴抑郁患者焦虑抑郁症状及睡眠质量的影响

白承父 、 刘文莉 、 帖丽丽 、 李青转

【摘要】 目的　探讨乌灵胶囊辅助治疗甲亢伴抑郁患者对焦虑抑郁症状及睡眠质量的影响。方

法　将 96 例甲亢伴抑郁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48 例，对照组采用甲巯基咪唑联合抗

抑郁药西酞普兰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用药基础上联合应用乌灵胶囊辅助治疗，治疗 8 周后，比较

两组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匹兹堡睡眠指数（PSQI）等指标。

结果　观察组 HAMA、HAMD 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

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安眠药物、白天功能等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总有效率

89.58％，明显优于对照组 72.92％（P< 0.05）。结论　乌灵胶囊辅助治疗有助于缓解甲亢伴抑郁症患

者焦虑、抑郁症状，改善睡眠质量，提高临床疗效。

【摘要】甲亢伴抑郁；乌灵胶囊；焦虑；抑郁；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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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Wuling capsule adjuvant therapy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ymptoms and sleep quality of 
hyperthyreosis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BAI Chengfu，LIU Wenli，TIE Lili，et al.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NO.2 People's Hospital of Shaanxi，Xi'an 710005，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Wuling capsule adjuvant therapy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ymptoms and sleep quality in hyperthyreosis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96 hyperthyreosis patients with depres-

s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with 48 case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methimazole with citalopram，and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Wul-

ing capsule on this basis of the treatment given to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8 weeks of treatment，the scores of Hamilton 

Anxiety（HAMA），Hamilton Depression（HAMD），th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and other indicator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Scores of HAMA and HAM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scores of sleep quality，sleep latency，sleep time，sleep efficiency，sleep disor-

ders，sleep medication and daily activity fun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89.58％，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72.92％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Wuling capsule adjuvant therapy is more effective to relieve the anxiety and de-

pression symptoms and improve the sleep quality in hyperthyreosis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Key words】Hyperthyreosis with Depression；Wuling capsule；Anxiety；Depression；Sleep quality

原发性甲状腺功能亢进症（primary hyperthy-

roidism）是一组因分泌甲状腺素过多，引起神经、循

环、消化等代谢亢进与兴奋性增高的临床综合征，

常伴有明显抑郁、焦虑及失眠等精神神经症状［1］。

甲亢伴抑郁患者的发病率约 66％，伴焦虑发病率约

53％，而甲亢伴抑郁并焦虑的发病率约 42％。情绪

障碍反过来作用于甲状腺，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障

碍，加重甲亢症状，影响病情进展及预后。乌灵胶

囊的主要成分是乌灵菌粉，具有补肾健脑，养心安

神的作用［2，3］。本文采取随机对照研究的方法，探讨

乌灵胶囊辅助治疗对甲亢伴抑郁患者焦虑抑郁症状

及睡眠质量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 2013 年 5 月～2015 年 4 月收治的甲亢伴抑

郁患者 96 例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均符合 ATA/

［作者工作单位］陕西省第二人民医院（西安，710005）。

［第一作者简介］白承父（1981.03-），女，陕西西安人，本科，主治医师，研究方向：内分泌 。

［通讯作者］白承父（Email：chengfu_bai@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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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E《甲亢和其他病因甲状腺毒症诊治指南》［4］中原

发性甲亢诊断标准；②病程≥ 3 个月；③抑郁症符合

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学会《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

准（CCMD-3）标准》 ［5］；④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

24 项评分≥ 18 分。排除标准：①伴有神经系统疾病；

②伴有脑血管疾病；③合并心肝肾功能不全及其他内

分泌系统疾病者；④有精神疾病家族史者。经医院伦

理委员会批准，告知研究事项后所有患者或家属均签

署知情同意书，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各 48 例。观察组：男 21 例，女 27 例；年龄 24～56
（35.86±4.54）岁；病程 0.5～7（3.64±0.62）年；抑

郁程度：轻度 18 例，中度 20 例，重度 10 例；受教

育年限：9～16（10.21±1.32）年。对照组：男 23 例，

女 25 例；年龄 24～60（35.71±0.64）岁；病程 0.5～7
（3.62±0.60）年；抑郁程度：轻度 20 例，中度 19 例，

重度 9 例；受教育年限 9～16（10.24±1.25）年。两组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抗甲状腺药物及抗抑郁药物治

疗。甲巯咪唑片（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11020440，

规格 5mg/s）开始剂量 30mg/d，分 3 次口服。氢溴

酸西酞普兰片（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J20130028，规

格 20mg/s）逐渐增加剂量至 20mg/ 次，1 次 /d。连续

服用 8 周。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应用乌灵

胶囊（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19990048，规格：0.33g/

粒）3 粒 / 次，口服，3 次 /d。连续治疗 8 周。治疗期

间两组患者均不给予其他抗抑郁药物，如患者出现

药物不良反应予以对症处理，如连续 3 天失眠严重

给予一次睡前思诺思 10mg 口服。

1.3　观察指标

1.3.1　焦虑抑郁程度　治疗前，治疗 8 周后，

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

表（HAMD）［6］评估两组患者焦虑抑郁症状情况。采

用 0~4 分 5 级评分法，焦虑分级：严重焦虑≥ 24 分，

明显焦虑 21~24 分，肯定焦虑状态 14~21 分，可能

焦虑状态 7~14 分，无焦虑症状 <7 分；抑郁分级：严

重抑郁≥ 35 分，中等抑郁 20-35 分，可能抑郁 8~20
分，无抑郁症状 <8 分。

1.3.2　睡眠质量观察　治疗前，治疗 8 周后，

采用采用匹兹堡睡眠指数（PSQI）［7］测评睡眠质量，

包括 18 个自评条目和 5 个他评条目构成，其中 5 个

他评条目不参与评分，参与评价的 18 个自评条目分

为 7 个因子（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

效率、睡眠障碍、安眠药物和白天功能），采用 0~3
分 4 级评分法，总分范围 0~21 分，得分越高提示睡

眠质量越差。

1.3.3　临床疗效观察　治疗 8 周后，根据两组

患者甲亢症状、体征变化及实验室甲状腺功能指标

（FT3、FT4 及 TSH）水平评价临床疗效：①治愈：甲

亢症状及体征消失，甲状腺功能基本恢复正常；②显

效：甲亢症状及体征基本消失，甲状腺功能较前明显

改善，但未恢复正常水平；③有效：甲亢症状及体征、

甲状腺功能均较治疗前有所改善；④无效：甲亢症状

及体征、甲状腺功能较前均无明显改变。治愈、显

效、有效例数之和为总有效例数。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1 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x±

s）表示，行 t 检验，计数资料用率或百分比（n，％）

表示，行 χ2 检验，以 P<0.05 为有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焦虑、抑郁症状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HAMA、HAMD 评分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8 周后，两组

患者 HAMA、HAMD 评分均明显低于同组治疗前

（P<0.05，P<0.01），观察组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见表 1。

表1　两组甲亢伴抑郁患者治疗前后焦虑、抑郁评分比较（x±s，分），n=48

组别
HAMA（分） HAMD（分）

治疗前 治疗后 t，P 治疗前 治疗后 t，P

观察组 14.27±2.60 10.86±2.04 6.473，<0.05 16.72±3.56 10.58±3.05 11.655，<0.01

对照组 14.50±2.41 12.57±2.28 3.161，<0.05 16.35±3.47 13.29±3.16 5.012，<0.05

t 0.449 3.872 0.516 4.275

P >0.05 <0.05 >0.05 <0.05

2.2　观察组与对照组睡眠质量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睡眠质量等评分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8 周后，两组睡眠

质量等评分均明显低于同组治疗前（P<0.05），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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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甲巯基咪唑是治疗甲亢常用药物，可改善甲状

腺功能，调节甲状腺激素的分泌，减轻心慌、怕热

等甲亢高代谢症状。五羟色胺（5-HT）再摄取抑制

剂（SSRI）类抗抑郁药物是治疗抑郁症的有效药物，

西酞普兰是一种选择性 SSRI，能抑制突触前膜间隙

五羟色胺（5-HT）的再摄取，提高突触间隙处 5-HT 

的浓度，具有较好的抗抑郁效果，但存在疗程长、

复发率高、疗效不尽人意等弊端［8］。

乌灵胶囊的主要成分乌灵菌粉，是从纯天然的

珍稀药用真菌中分离、获取、提纯后制成的纯中药

制剂［9］。乌灵菌粉中含有腺苷多糖、甾醇类及γ- 氨

基丁酸的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适用于神经衰弱

的心肾不交证，对改善失眠、健忘、神疲乏力、腰

膝酸软等症状有较好的效果。动物实验证实，乌灵

菌粉能调节 PSD 大鼠脑内五羟色胺水平［10］。黄荣娥

等［11］证实，乌灵胶囊辅助治疗能改善脑卒中后抑郁

症状，促进患者神经功能恢复。本文研究中，治疗 8
周后，观察组焦虑、抑郁症状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

组，提示乌灵胶囊辅助治疗能有效缓解甲亢伴抑郁

患者焦虑、抑郁状态。

失 眠 是 在 睡 眠 的 始 发 和 维 持 发 生 障 碍 ， 引

起患者生理功能下降的一种症状和体征，其发生

与个体生理条件、心理素质、人格特征有关。约

70％～80％的抑郁症患者存在失眠症状，并导致抑

郁症病情迁延、加重及恶化［12］。乌灵胶囊能增加脑

组织摄取谷氨酸、γ- 氨基丁酸的数量，提高大脑皮

层γ- 氨基丁酸受体的活性，具有明显的中枢镇静作

用，能缩短入睡时间，延长睡眠倾向［13］。燕红等［14］

通过对 90 例老年抑郁伴失眠患者的随机对照研究

中，报道乌灵胶囊联合氢溴酸西酞普兰治疗的联合

治疗组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评分均明显低于

西酞普兰组，本文采用乌灵胶囊辅助治疗甲亢伴抑

郁患者，通过对 PSQI 指数中各领域评分比较研究，

所得结论也支持上述文献观点。

甲亢是一种心身应激性疾病，心理应激因素在

疾病的发生、发展及转归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本

研究发现，观察组总有效率较对照组明显提高，提

示改善甲亢伴抑郁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和睡眠质量，

有助于提高临床疗效，考虑与乌灵胶囊能够有效改

善甲亢伴抑郁患者的不良情绪和睡眠质量，减轻了

其精神症状，并提高了治疗依从性，有效缩短了甲

亢治愈时间，继而提高临床疗效有关。

综上所述，乌灵胶囊辅助治疗有助于更好地缓

解甲亢伴抑郁症焦虑、抑郁症状，改善睡眠质量，

提高临床疗效。

察组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等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见表 2。

2.3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总有效率 89 .58 ％，明显优于对照组

72.92％（P<0.05），见表 3。

表2　两组甲亢伴抑郁患者治疗前后PSQI评分的比较（x±s，分），n=48

组别 睡眠质量 入睡时间 睡眠时间 睡眠效率 睡眠障碍 催眠药物 日间功能

观察组

治疗前 1.97±0.84 1.61±0.75 1.41±0.82 1.38±0.79 1.77±0.68 1.05±0.56 2.41±0.77

治疗后 1.46±0.58ab 1.32±0.40 ab 0.83±0.44 ab 0.54±0.23 ab 1.21±0.45 ab 0.38±0.17 ab 1.42±0.60 ab

对照组

治疗前 1.96±0.79 1.57±0.83 1.40±0.76 1.36±0.80 1.73±0.65 1.07±0.62 2.38±0.72

治疗后 1.73±0.64 a 1.51±0.46 a 1.25±0.51 a 0.89±0.47 a 1.46±0.38 a 0.55±0.34 a 1.71±0.63 a

注：与治疗前比较，t =3.654～7.325，aP<0.05；与对照组比较，t =2.159～4.634， bP<0.05。

表3　两组患者代谢综合征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48 19（39.58） 18（37.50） 6（12.50） 5（10.42） 43（89.58）

对照组 48 13（27.08） 15（31.25） 7（14.58） 13（27.08） 35（72.92）

χ2 4.376

P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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