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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那普仑联合电针治疗对中度抑郁患者血清 5-HT、多巴胺水平的影响

石保青 1 、 张晓冬 2 、 张月芳 1 、 蒋成娣 1

【摘要】目的　探讨米那普仑联合电针在中度抑郁症患者中的临床效果及对血清 5 羟色胺

（5-HT）、多巴胺（DA）水平的影响。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 ~2017 年 12 月入院治疗的中度抑郁

症患者 102 例，根据治疗方法不同分为对照组、观察组，各 51 例。对照组用米那普仑治疗，观察

组在其基础上联合电针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HAMD-17 评分、CGI 评分、血清 5-HT、

DA 水平。结果　观察组治疗 8 周后有效率为 76.47％，高于对照组（P< 0.05）；治疗 8 周后观察组

HAMD-17、CGI 评分优于对照组（all P< 0.05）。治疗 8 周后观察组血清 5-HT、DA 水平均高于对照

组（all P< 0.05）。结论　米那普仑联合电针用于中度抑郁症患者有助于提高临床疗效，改善患者症

状，能提高血清 5-HT、DA 水平。

【关键词】米那普仑；电针；中度抑郁症；血清 5 羟色胺；多巴胺 

【中图分类号】 R749. 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19）04-0656-03

Effect of milnacipran combined with electroacupuncture on serum 5-HT and dopamine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moderate depression　　SHI Baoqing，ZHANG Xiaodong，ZHANG Yuefang，et al. Rongkang hospital of 
Luoyang City，Luoyang 47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milnacipran combined with electroacupuncture in pa-

tients with moderate depression and its effect on serotonin （5-HT）and dopamine （DA）levels.  Methods　A total of 

102 patients with moderate depress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6 to December 2017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n=51）and observation group （n=51）.  The control group treated with milnacipran，and the obser-

vation group treated with milnacipran combined with electroacupuncture.  The treatment efficacy，HAMD-17 score，

CGI score，serum 5-HT，and DA level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8 weeks of treatment，

the efficacy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76.47％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8 weeks of treatment，the HAMD-17 ，CGI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all 

P<0.05）. After 8 weeks of treatment，the serum 5-HT and DA level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milnacipran combined with electroacupuncture can improve the clini-

cal efficacy，and increase serum 5-HT and DA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moderate depression.

【Key words】Milnaprazole；Electroacupuncture；Moderate depression；Serum serotonin；Dopamine

抑郁症的主要特征为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 ［1］，

近年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抑郁症发病率呈上

升趋势。中重度患者可引起自卑，甚至存在自杀或

自伤的风险［2］。对患者健康及社会功能带来损害。

米那普仑能有效治疗抑郁症和改善抑郁情绪［3］，目

前尚不明确米那普仑联合电针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

法对抑郁症的治疗效果是否会更好。因此本研究将

米那普仑联合电针对中度抑郁患者进行治疗，并观

察治疗的疗效及对血清 5-HT、多巴胺水平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 2016 年 1 月 ~2017 年 12 月收入我院治疗

的中度抑郁症患者 102 例，根据治疗方法不同分为

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51 例。对照组男 32 例，女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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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平均年龄 46.72±4.64 岁，平均病程 5.78±1.21
年，受教育年限 10.41±2.33 年。观察组男 31 例，

女 20 例，平均年龄 47.16±4.66 岁，平均病程 5.80
±1.23 年，受教育年限 10.06±2.28 年。两组性别、

年龄、病程及受教育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本研究在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及监督下

完成。

1.2　纳入、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符合抑郁症临床诊断标准［4］；②中

度抑郁症诊断参考美国精神病协会《精神障碍诊断

统计手册第四版》（DSM-IV）诊断标准标准，即为症

状或功能缺损介于轻度与重度之间（轻度：症状不超

过诊断所需项目，轻度影响职业功能或日常社交或

人际关系；重度：症状超过诊断所需项目，严重影响

患者职业功能、日常交往或人际关系）；③符合米那

普仑、电针治疗适应证者。

排除标准：①晕针者或对针刺过敏者；②针刺部

位皮肤有感染、溃疡、瘢痕等不宜扎针者；③患有其

他精神疾病者；④颅脑器质性病变引起本病者：⑤合

并心、肝、肾等脏器严重疾病者。

1.3　方法

对照组：予米那普仑（国药准字 H20100052）餐

后服用。初始剂量为 12.5mg，连续使用 3d，每天两

次；第 4 天根据患者耐受增加药物剂量 50mg，每天 2
次，药物最大用量为一次 2 片，每天 2 次。观察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电针治疗。①选穴。主穴：百

会、印堂。配穴：肝气郁结者选太冲、合谷；心脾两

虚者选三阴交、足三里；气郁化火者选行间、侠溪穴；

②治疗方法。根据穴位选择适宜进针方法，进针后

接电针仪，设定电针参数：频率 2Hz，强度以患者耐

受为宜。每天 1 次，40min/ 次，连续治疗 5 次（1 个

疗程），休息 2d 后进行下一个疗程。两组均进行 8 周

治疗。

1.4　观察指标

①临床疗效：治疗后从显效、好转、无效对患

者临床疗效进行评估［5］。显效：依据汉密顿抑郁量

表，HAMD-17 项评分≤ 7 分；好转：HAMD-17 项评

分减分率超过 25.0％；无效：治疗方案无效或需要调

整方案；治疗有效率 = 显效率 + 好转率；②临床症状

进行评估［6］：17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分值越低效

果愈佳；临床疗效总评量表（CGI）（包括病情严重程

度、疗效总评、疗效指数），分值越低效果愈佳；③

血清 5-HT、DA：两组治疗前、治疗 8 周后次日早晨

空腹取静脉血 3mL，15min 离心，速度为 4500rpm，

完成血清分离后放置在 -20℃冰箱中，备用。采用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测定血清 5-HT、DA 水平，有关

操作严格遵循仪器操作说明书完成。

1.5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8.0 软件处理，计数资料行 χ2 检验，

用 n（％）表示，计量资料行 t 检验，用（x±s）表示，

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有效率比较

治疗 8 周后，观察组治疗有效率为 76.47％，高

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有效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显效 好转 无效 治疗有效率

观察组 51 29（56.86） 10（19.61） 12（23.53） 39（76.47）

对照组 51 14（27.45） 14（27.45） 23（45.10） 28（54.90）

χ2 / 5.26

P / 0.02

2.2　两组抑郁及临床症状量表评分比较

治疗前，观察组与对照组 HAMD-17、CGI 评分

量表评分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

疗 8 周后，两组患者 HAMD-17、CGI 评分值均低于

治疗前（P<0.05），且观察组两项指标的评分值低于

对照组（P<0.05），见表 2。
2　两组抑郁及临床症状量表评分比较（分，x±s）

组别 HAMD-17 CGI量表

观察组（n=51） 治疗前 21.09±4.53 4.33±0.71

治疗后8周 4.80±1.10 2.21±0.85

t 24.96 13.67

P <0.01 <0.01

对照组（n=51） 治疗前 21.10±4.55 4.34±0.73

治疗后8周 8.02±1.11 3.40±0.53

t 19.95 7.44

P <0.01 <0.01

t观察组VS对照组 -14.72 -8.48

P观察组VS对照组 <0.01 <0.01

2.3　两组血清 5-HT、DA 水平比较

治疗 8 周后，两组血清 5-HT、DA 水平均高于

治疗前血清 5-HT 水平（t =38.35，P<0.01；t =16.84，

P<0.01）和 DA 水平（t =40.71，P<0.01；t =21.44，

P<0 .01），观察组两项指标的水平均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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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见表 3。
表3　两组血清5-HT、DA水平比较（x±s）

组别 例数
血清5-HT DA（pg/mL）

治疗前 治疗后8周 治疗前 治疗后8周

观察组 51 25.43±4.37 56.35±3.75 42.12±4.64 87.55±6.48

对照组 51 24.98±4.29 37.74±3.30 42.49±4.65 64.81±5.80

t / 1.29 26.31 2.42 18.67

P / 0.10 <0.01 0.19 <0.01

3　讨论

抑郁症会给患者的心理和生理均造成伤害，影

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严重者可引发自杀 ［7-8］。普遍

认为抑郁症与遗传、生物化学、社会心理等因素有

关，其发病与大脑单胺递质（5-HT、去甲肾上腺素、

DA）不足有关，亦有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病情得到

改善后，5-HT 水平将会显著升高［9］。米那普仑属于

是一种新型的特异性 5- 羟色胺（5-HT）和去甲肾上

腺上腺素（NE）的再摄取抑制剂，疗效和安全性较

好。电针常用于中度抑郁症患者的治疗，穴位选择

百会、印堂等。百会位于巅顶部，属于督脉，与足

三里、肝、督脉等部位交汇，具有清热开窍、健脑

宁神、平肝熄风等功效；印堂则具有活络疏风、镇静

安神功效。电针治疗有助于改善脑血压循环，提高

脑血氧供应。

本 研 究 发 现 ：观 察 组 治 疗 8 周 后 有 效 率 为

76.47％，高于对照组（P<0.05），与蒋立新等 ［10］研

究结果一致，观察组 HAMD-17、CGI 评分量表的结

果低于对照组（P<0.05），与谭奕伟 ［11］研究结果相

符，这些均证明与米那普仑单药治疗相比，米那普

仑联合电针对中度抑郁症患者效果更好。本研究还

发现：治疗 8 周后，两组患者的血清 5-HT、DA 水平

均高于治疗前，且观察组两项指标的水平均高于对

照组（P<0.05）。目前认为中度抑郁症主要是由于大

脑内单胺类递质（如：大脑内兴奋介质、DA、5-HT

及去甲肾上腺素）的变化及受体功能紊乱所致。细

胞炎症因子能影响单胺类神经递质代谢，并影响

HPA 轴参对情绪的调节［12］。本研究尽管测量的是血

清 5-HT、DA 水平，这个水平不一定能完全代表脑

脊液和神经突触内的 5-HT、DA 水平，但也间接地

说明米那普仑联合电针有助于提高中度抑郁症患者

的 5-HT、DA 水平。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观察时

间比较短，病例数也有限，也没有检测脑脊液或突

触内的 5-HT、DA 水平。但本研究仍在一定程度上

说明米那普仑联合电针可能是通过影响中度抑郁症

患者的 5-HT、DA 水平来达到更好治疗效果的。

综上所述，将米那普仑联合电针用于中度抑郁

症患者有助于提高临床疗效，改善患者症状，能提

高血清 5-HT、DA 水平，值得推广应用。考虑到本

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本研究结果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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