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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情绪疗法联合文拉法辛治疗产后抑郁症患者的效果

张鑫越 1 、 张志红 2

【摘要】目的　探讨理性情绪疗法联合文拉法辛治疗产后抑郁症的效果。方法　选取 2017 年 4

月～2019 年 2 月我院产后抑郁症患者 95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试验组（n=48）、参照组（n=47）。参

照组予以文拉法辛治疗，试验组予以理性情绪疗法联合文拉法辛治疗。比较两组疗效、治疗前及治

疗 8 周后抑郁情绪（HAMD 评分、SDS 评分）、记忆功能（WMS 评分）、自我效能（GSES）、生活质量。

结果　试验组总有效率 93.75％（45/48）较参照组 78.72％（37/47）高（P< 0.05）；治疗 8 周后两组

HAMD、SDS 评分均降低，且试验组低于参照组（P< 0.05）；治疗 8 周后两组 WMS、GSES、心理功能、

躯体功能评分均升高，且试验组高于参照组（P< 0.05）。结论　理性情绪疗法联合文拉法辛治疗产

后抑郁症疗效显著，能有效改善心理状态，恢复记忆功能及自我效能，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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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rational emotional therapy combined with venlafaxine in the treatment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 
　　ZHANG Xinyue，ZHANG Zhihong. Henan Hongli Hospital，Changyuan 4534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rational emotional therapy combined with venlafax-

ine in the treatment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95 patients with postpartum depression in our hos-

pital from April 2017 to February 2019 were enrolle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n=48）

and the reference group（n=47）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reference group was treated with 

venlafaxine，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ational emotional therapy combined with venlafaxine. De-

pressive mood（HAMD score，SDS score），memory function（WMS score），self-efficacy（GSES），quality of lif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test group was 

93.75％（45/48），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78.72％（37/47））. After 8 weeks of treatment，

the HAMD and SDS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decreased，and the test group was lower tha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WMS，GSES，mental function and physical function scores were increased in the two groups after 8 weeks 

of treatment，and the test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reference group（P<0.05）. Conclusion　Rational emotional 

therapy combined with venlafaxine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postpartum depression，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mental state，restore memory function and self-efficacy，and improve quality of life.

【Key words】 Rational emotional therapy；Venlafaxine；Postpartum depression；Self-efficacy

产后抑郁症是女性产褥期因社会及心理角色变

化、内分泌异常而引发的一种抑郁症，主要表现烦

躁、易激动、抑郁等，严重者出现伤害婴儿、自残、

自杀行为［1］。文拉法辛是非典型抗抑郁药物，其主

要经肾脏排出，亦能自乳汁内泌出，可能会影响

婴儿发育［2］。理性情绪疗法是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

特·艾利斯于上 50 年代创立，通过心理诊断、领悟、

修通、再教育等 4 个步骤帮助患者以合理思维方式

替代不合理思维方式，以合理信念替代不合理信念，

继而消除或减少已有情绪障碍。相关研究表明，理

性情绪疗法能协助初发抑郁症患者建立合理认知模

式，促进康复［3］。本研究旨在观察理性情绪疗法联

合文拉法辛治疗产后抑郁症的临床效果。现报告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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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1）纳入标准：符合产后抑郁症诊断标准［4］；无

妊娠期疾病；既往无认知、精神障碍者；家属、患者

知情本研究，签署同意书。（2）排除标准：早产者；

无基础读写能力者；入组前已接受抗抑郁、抗精神治

疗；有酒精、药物依赖史者。

1.3　方法 

（ 1 ） 参 照 组 予 以 文 拉 法 辛 （ 国 药 准 字

H20140089）治疗，晨或晚任一固定时间与食物一

起吞服，起始剂量 75mg，1 次 /d，此后增加剂量至

150～225mg/d。（2）试验组予以理性情绪疗法联合文

拉法辛治疗，文拉法辛同参照组，理性情绪疗法：由

经培训熟练掌握理性情绪疗法方法、技巧的专科心

理医师实施，（1）心理诊断：心理医师可采取座谈、

面谈等方式与产妇沟通，注意心理医师需静下心以

朋友角度、身份耐心听取产妇心理想法、感受，采

取交流形式了解认知误区，协助认清为什么会出现

当前状态，积极肯定、鼓励正确做法及认知，介绍

不合理信念与情绪间关系，帮助建立正确认知，如：

产妇年龄小，尚未完全做好做母亲的心理准备，产

后早期心绪不良，角色不适应等，心理医师可积极

告知早做母亲的优势，等孩子长大上学时可以有一

个姐姐一样的妈妈，参加家长会时会让很多人羡慕

等等，引导产妇畅想美好未来。（2）领悟：心理医师

积极向产妇说明造成当前困扰的不是生活事件本身，

而是自身存在的不合理信念导致的，促使明白清楚

自身应该担负的责任，引导产妇对周围环境、他人

的不合理信念发起挑战及质疑，动摇不合理信念，

如：从一方面讲，年龄尚轻做母亲可能会影响自己的

事业发展、受孩子牵绊生活方面不会再像以前一样

自由，但换一个角度想想，如今年龄尚轻，以后事

业发展还有很多机会，并且外出游玩时还有孩子陪

伴，非常美好幸福。（3）修通：通过反复辩论督促产

妇放弃或修正原有非理性信念，以理性信念看待事

物、他人。（4）再教育：积极交流了解是否存在与分

娩相关的其他非理性信念，指导学会与非理性信念

辩论方法，以实现提高建立新情绪能力的目的。治

疗每周一次，每次 60 分钟，一共治疗 8 周。

1.4　疗效标准 

以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评估疗效，疗效指

数 =（治疗前 HAMD 评分 - 治疗后 HAMD 评分）/ 治

疗前 HAMD 评分 ×100％。治愈：疗效指数≥ 90％，

思维迟缓、心境低落症状完全消除；显效：疗效指数

60％～89％，思维迟缓、心境低落思维迟缓、心境

低落显著改善；有效：疗效指数 30％～59％，思维

迟缓、心境低落有改善；无效：疗效指数＜ 30％，症

状未改善。总有效率 =（有效 + 显效 + 治愈）/ 总例数

×100％。

1.5　观察指标 

（1）疗效；（2）治疗前及治疗 8 周后以 HAMD

测评抑郁情绪，分界值 7 分，抑郁越严重，评分越

高；以抑郁自评量表（SDS）测评抑郁情绪，分界值

53 分，抑郁越严重，评分越高；（3）治疗前及治疗

8 周后以修订韦氏记忆量表（WMS）测评记忆功能，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经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选取 2017
年 4 月～2019 年 2 月我院产后抑郁症患者 95 例，按

随机数字表法分试验组（n=48）、参照组（n=47）。两

组年龄、产次、体质量指数、孕周、病程、最高学

历等基础资料均衡可比（P>0.05），见表 1。

表1　一般资料

资料 试验组（n=48） 参照组（n=47） u/χ2/t P

年龄（岁） 22～34（28.06±2.04） 21～34（27.96±2.05） 0.238 0.812

产次（次） 1～3（2.01±0.32） 1～3（2.03±0.29） 0.319 0.750

体质量指数（kg/m2） 18.9～27.4（23.16±1.65） 18.7～27.5（23.20±1.38） 0.128 0.898

孕周（周） 38～41（39.54±0.61） 38～41（39.61±0.59） 0.568 0.571

病程（d） 14～35（24.51±4.21） 12～36（24.09±4.13） 0.491 0.625

最高学历 初中及以下 19（39.58） 18（38.30）

0.217 0.828高中 17（35.42） 16（34.04）

大专及以上 12（25.00） 13（27.66）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0 年第 47 卷第 4 期- 766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分再认、联想、图片、背数，4 个方面，最高 30 分，

记忆功能越好，评分越高；以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GSES）测评自我效能，总分 10～40 分，自我效能

越好，评分越高；（4）治疗前及治疗 8 周后以生活质

量综合评定问卷（GQOLI-74）测评生活质量，分心

理功能、躯体功能，各 100 分，生活质量越好，得

分越高。

1.6　统计学处理 

通过 SPSS21.0 处理数据，计数资料以 n（％）表

示，行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x±s）表示，行 t 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疗效 

试验组总有效率 93.75％较参照组 78.72％高

（P<0.05），见表 2。

2.2　HAMD、SDS 评分 

治疗前两组 HAMD、SDS 评分对比，无显著差

异（P>0.05）；治疗 8 周后两组 HAMD、SDS 评分均

降低，且试验组低于参照组（P<0.05），见表 3。

表2　两组疗效比较［例（％）］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试验组 48 26（54.17）13（27.08）6（12.50） 3（6.25） 45（93.75）

参照组 47 20（42.55）10（21.28）7（14.89）10（21.28）37（78.72）

χ2 4.540

P 0.033

2.3　WMS、GSES 评分 

治疗前两组 WMS、GSES 评分对比，无显著差

异（P>0.05）；治疗 8 周后两组 WMS、GSES 评分均

升高，且试验组高于参照组（P<0.05），见表 4。

2.4　生活质量 

治疗前两组心理功能、躯体功能评分对比，无

显著差异（P>0.05）；治疗 8 周后两组心理功能、躯

体功能评分均升高，且试验组高于参照组（P<0.05），

见表 5。

3　讨论

产后抑郁的患病率从 6.00％～43.11％不等［5-6］。

该疾病轻则致产妇自尊心、自信心降低，影响家庭

和睦，重者会伤害新生儿、自残等，严重危害患者

表3　两组HAMD、SD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HAMD

t P
SDS

t P
治疗前 治疗8周后 治疗前 治疗8周后

试验组 48 19.28±2.02 8.01±3.64 18.756 ＜0.001 61.58±4.61 37.92±4.01 26.828 ＜0.001

参照组 47 19.35±2.13 10.03±3.51 15.562 ＜0.001 60.14±4.02 45.37±3.63 18.695 ＜0.001

t 0.164 2.753 1.621 9.487

P 0.870 0.007 0.108 ＜0.001

表4　两组HAMD、SD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WMS

t P
GSES

t P
治疗前 治疗8周后 治疗前 治疗8周后

试验组 48 21.21±2.01 26.01±2.64 10.023 ＜0.001 22.78±2.61 32.92±2.01 21.326 ＜0.001

参照组 47 21.35±2.12 24.03±2.51 5.592 ＜0.001 23.16±2.03 29.37±2.63 12.814 ＜0.001

t 0.330 3.745 0.791 7.402

P 0.742 ＜0.001 0.431 ＜0.001

表5　两组生活质量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心理功能

t P
躯体功能

t P
治疗前 治疗8周后 治疗前 治疗8周后

试验组 48 56.21±3.01 75.01±3.64 27.576 ＜0.001 56.78±3.66 73.12±2.14 26.702 ＜0.001

参照组 47 56.35±3.13 71.03±3.50 21.434 ＜0.001 57.16±3.13 69.37±2.53 20.799 ＜0.001

t 0.222 5.431 0.543 7.993

P 0.825 ＜0.001 0.58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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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文拉法辛通过抑制去甲肾上腺素（NE）、

血清素（5-HT）再摄取，提高 NE、5-HT 水平来发

挥抗抑郁效应［7-8］。可以改善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

加快反应速度［9］。个体情绪及行为的改变与认知、

信念关系密切，通过纠正错误认知、信念，可实现

改善情绪、行为障碍的目的［10］。理性情绪疗法是通

过改变个体非理性信念以改善心理状态、纠正错误

行为的一种心理疗法。

本研究发现：试验组总有效率 93.75％高于参照

组，治疗 8 周后试验组 HAMD、SDS 评分低于参照

组（P<0.05），提示理性情绪疗法联合文拉法辛效

果显著，能有效缓解抑郁情绪。与既往研究结果一

致［11］。产后抑郁症出现的原因很多，其中产后妇女

角色转换明显，压力增加，情绪控制能力下降是重

要的原因之一［12］。本研究在理性情绪疗法中精心挑

选心理医师通过心理诊断、领悟、修通、再教育等 4
个阶段对产妇实施心理治疗，促使逐步进行自我探

索，否定自身某些情感体验，重新认识自我，以理

性信念取得心境和谐，继而实现消除心理障碍目的，

与文拉法辛联合效果更明显。本研究还发现：治疗 8
周后两组 WMS、GSES、心理功能、躯体功能评分均

升高，且试验组高于参照组（P<0.05），说明理性情

绪疗法联合文拉法辛治疗产后抑郁症能显著恢复患

者记忆功能及自我效能，提高生活质量。产后抑郁

症患者受疾病困扰，其记忆功能、自我效能均不同

程度降低，致生活质量低下［13］。理性情绪疗法通过

积极了解患者非理性信念，指导积极学会与非理性

信念辩论，可帮助重新建立新情绪，以积极心态面

对生活，消除疾病困扰。

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观察时间较，但本研究初

步说明：理性情绪疗法联合文拉法辛治疗产后抑郁症

疗效显著，能有效改善心理状态，恢复记忆功能及

自我效能，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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