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0 年第 47 卷第 3 期- 482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正念认知疗法联合文拉法辛对抑郁症患者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孙军伟 1 、 李作佳 1 、 邹旭明 1 、 徐伟平 1 、 江庐山 2

【摘要】目的　探讨正念认知疗法联合文拉法辛对抑郁症患者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将 2018 年 02 月 ~2019 年 02 月本院接收的 100 例抑郁症患者随机分组，各 50 例。常规组予以

文拉法辛治疗，研究组采用文拉法辛联合正念认知疗法治疗，比较两组临床疗效、生活质量、心理状

态、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激素水平。结果　研究组总体疗效高于常规组（P<0.05）；研究组 SF-36

生活质量量表各维度评分高于常规组，HAMD 抑郁评分低于常规组（P<0.05）；研究组 ACTH（促肾上

腺皮质激素）、CRH（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ORT（皮质酮）、Cor（皮质醇）等激素水平均显

著低于常规组（P<0.05）。结论　采用文拉法辛联合正念认知疗法，不仅可以改善抑郁症患者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激素水平，而且还可以减轻患者负面情绪，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临床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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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mindfulness cognitive therapy combined venlafaxine on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SUN Junwei，LI Zuojia，ZOU Xuming，et al.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Yan-
tai Laizhou Rongjun Hospital，Yantai 2614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mindfulness cognitive therapy combined venlafaxine in patients with de-

pression. Methods　One hundred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8 to February 2019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randomly. The regular group（n=50）was treated with venlafaxine，while the research group （n=50） 

was treated with venlafaxine combined with mindfulness cognitive therapy. The clinical efficacy，quality of life，mental state，

and thalamic adrenal pituitary hormone level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overall efficacy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ventional group（P<0.05）. The SF-36 quality of life scal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ventional group，and the HAMD depression score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ventional group

（P<0.05）. The levels of ACTH（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CRH（cortic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CORT（corticos-

terone），Cor（cortisol）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P<0.05）. Conclu-
sion　The venlafaxine combined mindfulness cognitive therapy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hormone level of the hypothalamic-

pituitary-adrenal axis，but also reduce the negative emotions，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in depression patients.

【Keywords】 Mindfulness cognitive therapy；Venlafaxine；Depression；Psychological state；Quality of life

抑郁症主要表现为持久、明显的情绪低落，甚

至出现自杀、自伤行为［1］。抑郁症发病率逐年升高，

严重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2］。抑郁症病因和发病机制

尚不清楚［3］。抗抑郁药物可以改善患者负面情绪，促

使其恢复，但部分患者疗效欠佳［4］。正念认知疗法以

团体为治疗单元，基于认知行为疗法，并通过冥想

以及正念等思想理念，让患者感受到现阶段自身躯

体状态、情绪，集中注意力，以客观、主动的心态

重视自身、接受自我，进而减轻患者抑郁程度［5］。研

究证实正念认知疗法对恐惧、抑郁以及焦虑等病症

效果确切［6］。本文探讨了文拉法辛联合正念认知疗法

对抑郁症患者的效果，以供临床有效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文主要观察对象为 100 例抑郁症患者，接收

于 2018 年 02 月 ~2019 年 02 月。根据《国际疾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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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ICD-10）［7］所提出的诊断标准，确定为抑郁症；

知晓本次研究目的及意义，已经签署同意书；进入本

研究前未曾用过抗精神疾病的药物；通过医学伦理委

员会审查。排除心肝肾肺等功能严重障碍、内分泌

紊乱、脑部疾病、智力障碍、有自杀念头、对研究

用药过敏、哺乳期或妊娠期女性以及失语、意识模

糊的患者。通过电脑随机法，将之分组探讨，包括

常规组、研究组各 50 例。研究组包括 26 例男性和

24 例女性，年龄 32~47 岁，平均（39.8±5.5）岁；病

程 1~5 年，平均（3.1±0.7）年。常规组包括 25 例男

性和 25 例女性，年龄 31~50 岁，平均（39.9±5.8）

岁；病程 1~4 年，平均（2.9±0.8）年。两组临床资料

对比 P 值＞ 0.05，均衡一致，可分组探讨。

1.2　方法

常规组予以文拉法辛缓释片口服治疗，首次用

药量为 75mg/ 次，每日 1 次，持续用药 7d 后增加用

药量至 150mg/ 次，每日 1 次。同时常规疏导患者负

面心理，为患者普及疾病知识，进行健康指导，遵

循医嘱为患者合理用药治疗等等。治疗 2 个月。

研究组则在常规组基础上辅以正念认知疗法，

即：将患者分为若干小组，每个小组 8-10 人。由实践

经验十分丰富的心理治疗师，对患者进行正念认知心

理疗法，向患者普及抑郁症不良后果、发病机制、发

病病因，让患者深入了解抑郁症治疗措施、可治性、

必要性，并对患者开展躯体扫描练习（先让患者闭上

双眼，从头到脚依次精细化感知、扫描自我身体各个

部位，全身注意力集中，并减轻焦虑抑郁情绪）；治

疗过程中，让患者行走冥想（在患者行走情况下，指

导患者将注意力集中于足部，感受足部接触地面的知

觉，重点强调运动期间患者的躯体觉知）、静坐冥想

（患者高度集中注意力的状态下，指导患者有意识的

冥想，观察躯体与呼吸的变化，密切关注躯体感觉，

同时感受四周环境的变化，一直到当下无觉知为止）、

3min 呼吸空间（指导患者闭上双眼，保持静坐状态，

让患者集中注意力于自我呼吸上，并扫描躯体，感受

自己身体的变化，重点关注躯体异常感觉），期间旨

在让患者感受到自我情绪、思想以及躯体感知觉的变

化，并将之理解为客观存于脑中事件、形象，不试图

予以改变。最后，基于以上训练方式，客观分析、观

察日常发生事件、自我感知之间的联系、内心想法，

辨别自身习惯性反应模式，消除以往不良的思维模

式，接纳自我情绪、想法，以自己最大的努力解决目

前所遇到的困难，并在日常生活中逐步融入此种方

法。每周 1 次，每次 120min，坚持治疗 2 个月。

1.3　观察指标

（1）根据患者治疗前后的 HAMD 抑郁评分

改善情况评定患者临床疗效，即治疗后 HAMD 抑

郁评分改善 75％以上，视为痊愈，HAMD 抑郁评

分改善 50 ％-74 ％，为显效；HAMD 抑郁评分改

善 25％-49％，为有效；HAMD 抑郁评分改善不足

25％，为无效。总体疗效为痊愈 + 有效 + 显效的病

例数占总例数的百分比。（2）采用 SF-36 量表评估患

者生活质量，包括心理功能、社会功能、生理功能，

分值越高，生活质量越高；（3）采用汉密尔顿抑郁

量表（HAMD）评估患者抑郁程度，分值越高，抑郁

越严重；（4）治疗前、治疗结束后，采集患者 2ml 空

腹静脉血，离心获得上清液，采用免疫荧光法，测

定患者丘脑肾上腺垂体轴激素水平，包括 ACTH（促

肾上腺皮质激素）、CRH（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

素）、CORT（皮质酮）、Cor（皮质醇）。

1.4　统计学分析

汇 总 分 析 研 究 数 据 ， 并 利 用 统 计 学 软 件

SPSS22 .0 进行处理并进行对比检验结果，以［例

（％）］描述计数资料，检验差异以 χ2 表达；以（x±

s）描述计量资料，检验差异以 t 表达。P 值 <0.05 提

示统计学意义成立。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对比见表 1
表1　两组临床疗效对比［例（％）］

小组 病例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体疗效

研究组 50 8 22 17 3 94.00％

常规组 50 6 18 15 11 78.00％

χ2 - 5.796

P - <0.05

2.2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对比见表 2
表2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对比（x±s，分）

小组 病例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生理功能

研究组 50 72.3±3.5 72.5±4.6 72.7±4.5

常规组 50 55.6±3.8 56.1±3.9 56.4±2.8

t - 7.629 8.012 9.336

P - <0.05 <0.05 <0.05

2.3　两组治疗前后 HAMD 抑郁评分对比见表 3

2.4　两组丘脑肾上腺垂体轴激素水平对比见表 4

3　讨论

抑郁症发病率高，容易复发，严重影响患者生

活质量［8］。抑郁症患者以药物治疗为主，但是药物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0 年第 47 卷第 3 期- 484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在改善患者症状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9］。研究表明

心理治疗联合药物不仅可以加强抗抑郁效果，而且

还可以改善患者认知模式，提高疗效［10］。以认知疗

法为基础的正念认知疗法，结合了冥想以及正念等

思想理念，在临床心理咨询实践过程中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此种疗法重点关注思维、情绪、躯体感觉，

而并非关注思维变化［11］。治疗早期通过正念训练，

能够察觉抑郁发生的不良思维模式，进而消除应急

反应，转为内省，最终达到抗抑郁的目的。本研究

发现：研究组临床治疗效果高于常规组（P<0.05）。

与武云鹏等［12］报道结果一致。说明正念认知疗法与

文拉法辛联合治疗抑郁症的效果更佳。

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素轴与抑郁症关系密

切［13］。本研究发现：研究组 ACTH、CRH、Cor 以及

CORT 均低于常规组（P<0.05）。说明正念认知疗法

与文拉法辛联合治疗方案可以显著改善患者激素水

平。临床治疗抑郁症的主要目的虽然是帮助患者减

轻临床症状，但这并不是最终目的。近些年来，临

床治疗抑郁症患者过程中，对其生活质量、心理状

态的变化越来越重视［14］。本研究还发现研究组生

活质量高于常规组，MAMD 评分明显低于常规组

（P<0.05）。说明正念认知疗法与文拉法辛联合治疗

能够进一步减轻抑郁症患者的抑郁情绪，还可以提

高其生活质量。可能是由于正念认知疗法提高了患

者躯体对思维、疼痛、情绪的感知，加强了机体抵

御内部刺激的能力，客观的认识到自身躯体的负面

经验，从而改变了患者习惯性的思维反应模式，改

变了负面情绪感知，提高了生活质量［15］。

总而言之，文拉法辛联合正念认知疗法对抑郁症

患者效果更好，可调控患者激素水平，减轻其抑郁情

绪，改善其生存质量。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观察时

间短，后续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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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治疗前后HAMD抑郁评分对比（x±s，分）

小组 病例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50 68.9±7.7 37.5±4.9

常规组 50 68.8±9.6 50.8±5.1

t - 0.516 10.129

P - >0.05 <0.05

表4　两组丘脑肾上腺垂体轴激素水平对比（x±s，pg/ml）

小组 病例 ACTH CRH CORT Cor

治疗前 研究组（50）55.2±7.1 25.6±3.4 264.3±18.8136.4±10.4

常规组（50）55.1±7.5 25.5±3.8 260.7±19.3136.5±10.9

t 0.718 0.624 0.359 0.091

P >0.05 >0.05 >0.05 >0.05

治疗后 研究组（50）40.4±5.3 18.1±1.7 156.8±20.4 76.1±7.1

常规组（50）50.8±5.5 20.9±2.6 212.3±20.5115.6±13.4

t 11.226 10.745 11.017 12.659

P <0.05 <0.05 <0.05 <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