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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身并治对更年期抑郁女性患者情绪和相关激素的影响

李晓培 、 王　丹 、 王伟伟

【摘要】目的　观察心身并治对更年期抑郁女性情绪和相关在激素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8 年 5

月 ~2019 年 5 月期间本院收治的 120 例更年期抑郁女性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组，比较中西联

合治疗组（盐酸舍曲林 + 加味二仙汤，n=60）和心身并治组（心身并治，n=60）的疗效。结果　心身

并治组的临床疗效及生活质量明显优于中西联合治疗组（P< 0.05）。相比治疗前，治疗后两组的 SDS

评分和卵泡刺激素（FSH）水平有显著下降（P< 0.05），但雌二醇（E2）水平无明显变化（P> 0.05）；

治疗后心身并治组的促黄体生成素（LH）水平有显著下降（P< 0.05）。结论　对更年期抑郁女性患者

采用心身并治可有效缓解患者抑郁情绪，降低 FSH 和 LH 水平，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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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sychosomatic on depression and hormones in menopausal depressive women 
　　LI Xiaopei，WANG Dan，WANG Weiwei.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Luohe Medical College，Luohe 462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psychosomatic therapy on mood and related hormones in meno-

pausal depressed women. Methods　From May 2018 to May 2019，120 female patients with climacteric depressio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Randomly divided into groups，and compared the cura-

tive effect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ombination treatment group（sertraline hydrochloride + Jiawei Erxian 

decoction，n = 60）and the psychosomatic combined treatment group（psychosomatic combined treatment，n=60）. 

Results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combined psychosomatic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mbined Chinese and Western treatment group（P<0.05）.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the SDS score and fol-

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FSH）level of the two group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treatment（P<0.05），but the level 

of estradiol（E2）did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P>0.05）. The level of luteinizing hormone（LH）in the treatment group 

decreased significantly（P<0.05）. Conclusion　Psycho-physical treatment for female patients with climacteric de-

pression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ir depression，reduce FSH and LH levels，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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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年期女性患者由于体内雌激素水平的变化及

卵巢功能衰退，极易产生烦躁不安、抑郁等不良情

绪［1-3］。近年来，更年期抑郁患者日益增加［4］。目前

治疗女性更年期抑郁患者多采用雌激素替代疗法、

雌孕激素序贯疗法及抗抑郁药等手段，但疗效并不

能令人完全满意［5］。中药在本病治疗中具一定优势，

此外，重视心身并治原则的运用，可发挥协同作用。

心身并治以中医“形神相关”学说为操作依据，依据

辨证施治理论，在中医药物等治疗基础上，联合意

念疗法，以达到心身并调、扶正祛邪的目的。本研

究对 40 例更年期抑郁女性患者采用心身并治，取得

较好成效，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取 2018 年 5 月 ~2019 年 5 月期间本院

收治的 120 例更年期抑郁女性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所有患者均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

准》（第三版）中对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以及《中医

［作者工作单位］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漯河，4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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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学》书中，“绝经前后诸证 ”的肾虚肝郁血瘀证

诊断标准。随机分为中西联合治疗组（n=60）、和

心身并治组（n=60）。其中，中西联合治疗组：年龄 

41~59（50.7±3.6）岁；SDS 评分（74.76±5.53）分；

平均绝经时间（21.3±3.4）个月。心身并治组：年龄 

42～58（51.1±3.4）岁；SDS 评分（75.02±5.56）分；

平均绝经时间（21.6±3.6）个月。统计学分析两组基

线资料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纳排标准

1.2.1　纳入标准　（1）无严重的肝肾疾病或精

神疾病；（2）无药物依赖或酒精依赖；（3）无雌激素

药物、精神药物或几个月前戒断；（4）知情本研究

并签署同意书。

1.2.2　排除标准　（1）排除和其他严重器质性

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或精神病患者；（2）既往三个

月内酗酒或滥用药物者；（3）全子宫切除术和卵巢

切除术患者。

1.3　方法 

中西联合治疗组患者采用盐酸舍曲林片联合加

味二仙汤治疗。加味二仙汤治疗基本方组成：枳壳 6 

g；仙茅、仙灵脾、地龙各取 10 g；柴胡、川芎各取

12 g；女贞子、旱莲草各取 20 g，每日 1 剂，温水煎

至 400 ml，分别于早餐后 1 h 与晚餐后 1 h 进行服用，

持续用药治疗 8 周。心身并治组患者采用心身并治

疗法，即是指在盐酸舍曲林片联合加味二仙汤中西

医治疗基础上进行心理疏导治疗：具体如下：

（1）采用共同参与的医患模式，给予患者关怀

和理解、鼓励和安慰，引导患者主动进行交谈，调

动患者积极配合治疗。帮助来访者建立治愈疾病的

信心。通过心理教育、鼓励、个案说服等方法，调

动患者参与心理疏导的积极性以及克服心理障碍的

信心。激发和提高患者治疗的欲望和动机，调动治

疗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上发挥各种有利因素作用，

促进转化，进而有效治愈疾病；

（2）心理反馈。要求患者根据医生的阐述，结

合自身情况，写下新的感受和理解，即写下反馈材

料。主要是患者对自我心理知识的理解和心理的分

析，是促进患者自我探索心理状态的重要方法。

（3）进行案例教育。尽量列举同类典型病例，

并对同类病例的病情、临床症状及治疗过程进行详

细讲解。鼓励来访者的信心。同时，也启发了其在

自我意识过程中的理解。

（4）讲解疾病的发生、发展和预后，使患者对

更年期抑郁症有正确的认识。根据患者的性格特点

和对疾病的了解，帮助患者正确了解更年期的心身

反应，有利于患者更好的适应社会和家庭变化，提

高自我调控能力，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如有必要，

请家庭成员参与治疗，60 分钟 / 次，1/2 周，持续治

疗 8 周。

1.4　观察指标 

（1）SDS 评分标准：分别测量二组患者治疗前后

SDS 评分情况，要求测量环境保持安静，受试者处

于清醒状态及注意力集中，严格按照评定人员指示

进行操作，采取自评的方式完成评定。（2）雌激素水

平检测：通过放射性免疫分析，采用上海放射免疫分

析技术研究有限公司提供的 SOD RIA Kit 仪检测患者

的血清雌激素（E2）、卵泡刺激素（FSH）、黄体生成

素（LH）各项指标水平，试剂盒由南京信帆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提供。（3）生活质量评定：采用生活质量

评价量表 SF-36 对患者生活质量各项指标进行评定；

1.5　疗效判定 

以 SDS 减分率（T）为标准对临床治疗效果进

行评定，T= （基线分一评定时的分值）/ 基线分 ×

100 ％：痊愈：T 值在 75 ％及以上；显效：T 值在

50~75％之间；有效；T 值在 25~50％之间；无效：T

值不足 25％。

1.6　统计方法 

文中所涉数据均采用 SPSS19.0 展开统计学处

理，组间计量资料治疗前后 SDS 评分情况、生活质

量评分情况以及女性激素水平等指标及均采用（x
±s）表示，进行 t 检验，计数资料治疗有效率采用

（％）表示，进行 χ2 检验，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中西联合治疗组、心身并治组的总有效率分别

是 78.33％、96.67％。心身并治组的临床疗效明显

优于中西联合治疗组（χ2=9.219，P=0.002），见表 1。

2.2　两组治疗前后 SDS 评分比较 

两 组 治 疗 后 S D S 评 分 均 明 显 低 于 治 疗 前

（P<0.05），结果见表 2。

2.3　两组女性激素水平治疗前后比较 

治疗后，两组雌二醇（E2）水平相比治疗前无

明显变化（P>0.05），且两组患者卵泡刺激素（FSH）

水平明显降低（P<0.05），心身并治组患者促黄体生

成素（LH）水平明显降低（P<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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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更年期抑郁主要与体内雌激素水平下降有关［6-8］，

性激素水平变化直接决定了出现抑郁风险的大小，除

此以外，社会因素、心理因素、文化因素、家庭因素

也对抑郁情绪的产生有影响［9-10］。中医认为，“肾虚、

肝郁、血瘀”是女性更年期抑郁症的主要发病机制［11］。

二仙汤加味可起到补肾补髓、舒肝调气、活血化瘀的

作用效果［12］。联合盐酸舍曲林进行治疗，可有效预防

和减少其毒副作用。在此基础上，心理咨询对于女性

更年期抑郁症的康复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因此，心

身并治可能更适于女性更年期抑郁症 ［13-15］。

本研究发现：（1）相比联用盐酸舍曲林与加

味二仙汤治疗，心身并治的临床疗效更为显著；

（2）两组雌二醇（E2）水平相比治疗前无明显变化

（P>0.05），但两组患者卵泡刺激素（FSH）水平明

显降低（P<0.05），且心身并治组患者促黄体生成素

（LH）水平明显降低（P<0.05）。与许凤全，郑璃，

许琳洁等研究结果一致［15］。说明心身并治可以调节

患者体内 FSH 和 LH 水平，对患者抑郁状态及躯体

症状具有积极改善作用。（3）两组治疗后 SDS 评分均

明显低于治疗前（P<0.05），可见，心身并治用于女

性更年期抑郁症治疗的效果显著，可有效降低患者

SDS 评分。（4）治疗后，心身并治组患者的生活质量

明显优于中西结合治疗组，可见，相比中西联合治

疗，采用心身并治治疗更年期抑郁症女性患者的生

活质量评分明显较高。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包括

观察时间比较短，样本量偏小等，所以还需要进一

步研究来确认心身并治的长期疗效。

综上所述，对更年期抑郁女性患者采用心身并

治的临床疗效显著，可有效改善患者抑郁程度和相

关激素水平，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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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中西联合治疗组（n=60） 19（31.67） 16（26.67） 12（20.00） 13（21.67） 78.33

心身并治组（n=60） 24（40.00） 20（33.33） 14（23.33） 2（3.33） 96.67

χ2 9.219

P 0.002

表2　两组治疗前后 SDS评分比较［分，x±s /M（QR）］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中西联合治疗组 60 53.89±8.05 39.13±6.74 10.889 0.000

心身并治组 60 54.12±8.58 40.48±4.36 10.978 0.000

2.4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 

治疗后，心身并治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明显优于

中西联合治疗组（P<0.05），见表 4。

表3　两组女性激素水平治疗前后比较（n=40，x±s）

组别
E2水平（μmol/L） FSH（IU/mL） LH（IU/m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中西联合治疗组 45.02±2.28 64.35±3.01 52.47±5.99 40.38±3.27 46.63±3.67 34.76±2.72

心身并治组 45.13±2.34 72.13±3.11 53.89±6.15 31.29±3.08 46.45±3.72 23.34±2.73

t 0.261 13.924 1.281 15.674 0.267 22.954

P 0.795 0.000 0.203 0.000 0.790 0.000

表4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n=40，x±s，分）

组别 身体状态 心理功能 社会能力 个人整体情形 总评分

中西联合治疗组 62.31±4.02 74.36±9.65 86.01±6.28 78.34±9.29 84.36±9.42

心身并治组 75.56±4.23 86.02±9.45 97.13±5.56 90.55±7.86 95.42±7.76

t 17.588 6.687 10.269 7.772 7.019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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