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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洛西汀联合认知行为干预治疗抑郁症的临床效果分析

哈保卫 、 杨拥军

【摘要】目的　分析度洛西汀联合认知行为干预治疗抑郁症的临床效果及对患者自杀意念的影

响。方法　抽取于本院接受治疗的 100 例抑郁症患者做分组调查，依据治疗方案的不同做分组，�0

例度洛西汀治疗患者为对照组，另外 �0 例度洛西汀联合认知行为干预治疗患者为观察组，对比两组

治疗效果。结果　干预之前，两组患者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并未呈现出显著差异，但

经不同干预治疗后，观察组患者干预后 2 周 ~7 周的 HAMD 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P< 0.0�），

干预前两组患者各项 QSA 指标评分均无明显差异，但经不同方案干预后，观察组患者自杀态度测评

量表（QSA）各项指标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干预前两组患者的认知障碍因子自杀项评

分并无明显差异，但经不同方案干预后，观察组患者干预后 2 周到 � 周的认知障碍因子自杀项评分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P< 0.0�）。结论　抑郁症属于心境障碍的主要类型之一，为此，在治疗期

间还需要关注到患者心理状态的变化，本次研究证实，在常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联合认知行为干预，

能够进一步提高患者对自杀行为的认知，在控制患者自杀意念的基础上，缓解患者的抑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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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ect of duloxetine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on depression 
　　HA Baowei，YANG Yongjun. Department of Depression，Liaocheng Fourth People's Hospital，Liaocheng 252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duloxetine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behavioral inter-

ven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and its impact on suicidal ideation.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reatment options. 50 patients treated with 

duloxetine were used as control group and 50 patients with duloxetine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The treated patients were the observation group，and the treatment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Before the intervention，the HAMD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did not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However，after differ-

ent interventions，the HAMD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from 2 weeks to 7 days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cores of QSA indicato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However，after intervention with different regimens，the scores of QSA indicators in the ob-

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cognitive impairment factor 

suicide i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cores. However，after interven-

tion with different regimens，the scores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factor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from 2 weeks to 8 weeks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Depression is one 

of the main types of mood disorders. For this reason，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hanges in the patient's psy-

chological state during the treatment. This study confirms that participation in cogn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based on 

conventional drug therapy can further influence. To the patient's cognition of suicidal behavior，on the basis of control-

ling the suicidal ideation of the patient，the depression state of the patient is allevi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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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抑郁症可采用药物治疗及心理干预等手段，

而患者的认知行为对其抑郁状态的发展具有重要影

响，为此，认知行为干预的价值也深受关注［1-3］。在

本次研究中，对 100 例抑郁症患者进行了分组调查，

探究度洛西汀联合认知行为干预对于抑郁症的治疗

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抽取于 2017 年 3 月 ~2018 年 3 月期间在院内住

院接受治疗的 100 例抑郁症患者做分组调查，依据治

疗方案的不同做分组，50 例度洛西汀治疗患者为对

照组，另外 50 例度洛西汀联合认知行为干预治疗患

者为观察组。对照组：男 22 例，女 28 例，年龄 25 岁

~58 岁，平均年龄（40.18±5.32）岁；病程 1~10 年，

平均病程（5.02±0.15）年。观察组：男 23 例，女 27
例，年龄 26 岁 ~58 岁，平均年龄（41.26±5.07）岁；

病程 1~11 年，平均病程（6.03±0.27）年。纳入标准：

按照 ICD-10 的诊断标准诊断为抑郁症；完成整个治

疗过程；患者家属知情且同意本次调查。排除标准：

伴随其他神经系统疾病者；治疗期间脱落者；临床资

料不全者。对比观察两组患者在年龄与性别分布等

方面均无明显差异（P>0.05），可做分组调查。

1.2　方法

对照组：度洛西汀（H20061261）治疗，口服给

药，60mg/ 次，1 次 /d。

观察组：度洛西汀联合认知行为干预治疗，药

物治疗与对照组一致，认知行为干预治疗方法如下：

（1）对患者的抑郁状态进行评估，结合评估结

果设计相应的认知行为治疗方案。认知心理干预由

具备心理咨询师资格的精神科护理人员执行。认知

心理干预方法属于个体辅导，认知行为干预方法为

一对一针对性实施。

（2）在实施认知行为干预前，护理人员对患者

及其家属讲解认知行为干预的重要性以及基础流程，

取得患者的配合。

（3）针对接受认知行为干预的患者由护理人员

送到心理治疗室，指导患者每天进行 30min 的放松

锻炼、角色演示、娱乐健身活动。

（4）引导患者与康复良好的抑郁症患者进行交

流，针对患者在认知与社会活动方面的改善，积极

给予鼓励。

 认知行为干预每次进行 30min，每周进行 3 次，

持续干预 5 周。

 除以上两组患者的药物应用之外，其他基础性

治疗一致，包括行为干预以及物理锻炼等。

1.�　观察指标

（ 1 ） 抑 郁 状 态 ：应 用 汉 密 尔 顿 抑 郁 量 表

（HAMD）对患者的抑郁状态进行评估，量表采用 5
级评分法，无：0 分；轻度：1 分；中度：2 分；重度：3
分；很重：4 分［4］。

（2）患者自杀意念：采用自杀态度测评量表

（QSA）评估患者对自杀意念，2.5 分与 3.5 分为分界

值，≤ 2.5 分：对自杀持有肯定与认可的态度；≥ 3.5
分：对自杀持有反对与否定的态度；＞ 2.5 分且＜ 3.5
分：矛盾或中立态度［5］。

（3）认知障碍：对患者干预前后认知障碍因子

自杀项评分进行对比［6］。

1.4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当中的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 17.0 统计

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x±s）
表示，以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以卡

方检验，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组间患者干预前后 HAMD 评分对比

在 HAMD 评分上进行对比，在干预之前，两

组患者的 HAMD 评分并未呈现出显著差异，但经

不同干预治疗后，观察组患者干预后 2 周到 7 周的

HAMD 评分均明显小于对照组患者，组间对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HAMD评分对比结果（x±s）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2周 干预后4周 干预后7周

观察组 50 38.51±5.14 35.16±3.26 23.15±2.47 11.05±2.06

对照组 50 38.60±5.14 38.26±2.34 26.15±2.47 18.65±2.07

χ2 1.526 8.569 8.346 9.142

P 0.684 0.023 0.025 0.013

2.2 组间患者自杀意念对比

在患者自杀意念方面进行对比，在干预前两组

患者各项 QSA 指标评分均无明显差异，但经不同方

案干预后，观察组患者 QSA 各项指标评分均明显大

于对照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 2。

2.�　组间患者干预前后认知障碍因子自杀项评

分对比

在认知障碍情况方面对比，于干预前两组患者

的认知障碍因子自杀项评分并无明显差异，但经不

同方案干预后，观察组患者干预后 2 周到 8 周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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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认知障碍因子自杀项评分对比结果
（x±s）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2周 干预后4周 干预后7周

观察组 50 3.26±0.14 2.42±0.13 1.24±0.05 0.43±0.08

对照组 50 3.28±0.15 2.75±0.11 2.02±0.04 1.01±0.03

χ2 1.268 7.041 7.658 7.825

P 0.458 0.042 0.040 0.038

3　讨论

抑郁症也被称之为抑郁障碍，属于心境障碍的

主要类型之一，发生抑郁症后，患者多表现为少言、

表情阴郁、乏力、对生活失去信心、活动意志减少、

全身不适症状等，严重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且

不利于患者的生理健康［7-8］。近年来基于抑郁症而自

杀的病例数量不断增长，引起了临床医学界以及社

会公众的关注。关于抑郁症的引发原因问题，有学

者认为，抑郁症的发生与遗传因素存在重要关联［9-10］。

有报道显示，抑郁症患者亲属患病率与普通家庭进

行对比，最高可高出 30 倍，为此，认为遗传因素对

于抑郁症的发生具有一定影响作用［11-12］。除此之外，

抑郁症的发生还与患者的心理状态、生活环境、意

外事件发生等存在关联［13-14］。以往有学者在其研究

中指出，抑郁症患者多会采用药物治疗，同时也会

搭配适当的心理干预，经由双向干预改善患者的抑

郁状态，促使其康复［15］。临床中针对抑郁症的治疗

有三个目标：提升临床治愈率，最大程度上减少致残

率与致死率，主要目的是彻底消除患者临床症状；提

升患者的生存质量，辅助患者恢复社会功能；预防抑

郁症的再次发作。在本次研究中针对院内所收治的

100 例抑郁症患者进行了对比调查，分析在两种不同

治疗方案的干预下，患者的康复情况。在 HAMD 评

分上进行对比，在干预之前，两组患者的 HAMD 评

分并未呈现出显著差异，但经不同干预治疗后，观

察组患者干预后 2 周到 7 周的 HAMD 评分均明显小

于对照组患者。HAMD 评分能够客观的显示出患者

的抑郁状态，而以上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将常规

药物与认知干预进行联合应用，有助于促进抑郁症

患者的康复。其原因可能为，抑郁症的发生与患者

的心理状态及认知状态存在密切关联，而在常规药

物治疗的基础上，联合认知行为干预，可进一步改

善患者的抑郁状态。在患者自杀意念方面进行对比，

在干预前两组患者各项 QSA 指标评分均无明显差异，

但经不同方案干预后，观察组患者 QSA 各项指标评

分均明显大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QSA

量表主要对患者的自杀行为认知情况进行调查，而

以上结果证实了，常规药物治疗基础上联合认知行

为干预，更有助于改善患者对于自杀行为的认知，

可进一步控制患者可能会出现的自杀倾向。常规药

物治疗能够在生理上对患者的抑郁状态加以抑制，

但并不能够影响到患者的意识行为。而认知行为干

预，能够直接针对患者所存在的心理问题或认知障

碍表现等，实施针对性干预，使其意识状态与行为

状态均得到有效改善，进而导致两组患者对自杀行

为的认知出现差异。在认知障碍情况方面对比，于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认知障碍因子自杀项评分并无明

显差异，但经不同方案干预后，观察组患者干预后

2 周到 8 周的认知障碍因子自杀项评分均明显低于对

照组患者。药物治疗能够对抑郁症的发展加以控制，

而认知行为干预可在心理层面上改善患者的抑郁状

态。针对存在明显心理社会因素作用的抑郁症患者，

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需要配合心理治疗。较常应用

的心理治疗方法为支持性心理治疗、认知行为治疗、

精神动力学治疗等，而其中认知行为治疗手段的应

用效果最为明显，受到临床医学界的认可。在本次

研究中基于样本量选择有限，为此，在研究成果的

全面性上可能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在未来研究中需

要选择更大样本量做更为全面且深入的探究。

综上所述，抑郁症属于心境障碍的主要类型之

一，为此，在治疗期间还需要关注到患者心理状态

知障碍因子自杀项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组 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2　两组患者自杀意念对比结果（x±s）

项目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干预前 干预后7周 干预前 干预后7周

对自杀行为性质认知 0.75±0.01 4.12±0.15 0.76±0.02 3.31±0.14 7.526 0.041

对自杀者态度 1.22±0.58 3.61±0.26 1.20±0.16 3.26±0.34 7.468 0.042

对自杀者家属态度 1.53±0.17 3.71±0.26 1.54±0.26 3.45±0.18 7.625 0.043

对安乐死态度 1.52±0.25 3.56±0.34 1.53±0.14 2.53±0.26 7.241 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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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本次研究证实，在常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

联合认知行为干预，能够进一步改善患者对自杀行

为的认知，于控制患者自杀意念的基础上，缓解患

者的抑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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