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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熏蒸疗法联合度洛西汀治疗躯体化障碍患者的临床观察

李奕男 、 杨晓乐

【摘要】目的　观察中药熏蒸疗法联合度洛西汀治疗躯体化障碍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

2017 年 11 月～2020 年 6 月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就诊的躯体化障碍患者 62 例纳入研究，随机分为对

照组（30 例）和研究组（32 例），研究组给予中药熏蒸 + 度洛西汀治疗，对照组仅给予度洛西汀治

疗，治疗时间共 6 周，在治疗前后通过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

价治疗效果。结果　治疗前，两组的 SCL-90、HAMA 评分无明显差异（P< 0.05）；治疗 6 周后，两

组的 SCL-90、HAMA 评分均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研究组的 SCL-90、

HAMA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中药熏蒸疗法联合度洛西汀可更

有效改善躯体化障碍患者的临床症状，具有患者体验舒适、接受性好、副作用小等优势，值得在临

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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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study on the treatment of somatization disorders with Chinese herbal fumigation combined with du-
loxetine　　LI Yinan，YANG Xiaole. Sleep Medical Center of Shenyang Mental Health Center， Shenyang 11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migation combined with 

duloxetine in the treatment of somatization disorders. Method　62 patients with somatization disorder who were treated 

in Shenyang mental health center from November 2017 to June 2020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30 cas-

es）and study group（32 cases）. The study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migation + duloxetine，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only treated with duloxetine for 6 week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they passed 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and 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CL-90 and HAMA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After 6 weeks of treatment，the SCL-90 and HAMA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lower than before treatment，the dif-

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After treatment，the scores of SCL-90 and HAMA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migation and duloxetine can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patients 

with somatization disorder more effectively，which has the advantages of comfortable experience，good acceptability 

and small side effects，and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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躯体化障碍（somatization disorder，SD）是一

种常见的精神障碍，以多种多样、反复变化出现

的躯体症状为主要特征［1］。度洛西汀是 5－羟色胺

（5-HT）和去甲肾上腺素（NE）的再摄取抑制剂，对

多巴胺（DA）再摄取有抑制作用，能显著提高大脑

额叶皮质细胞外的 5－HT 和 NE 的水平，对抑郁障

碍躯体症状有明确的疗效［2］，在既往治疗躯体化障

碍的临床应用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中药熏蒸是在

中医理论的指导下，将中药方剂加热煮沸，使药汁

变成药雾，作用于全身，药物有效成分经过皮肤吸

收的同时，蒸汽热力也能有效扩张血管、促进血液

循环，对各种躯体症状具有较好的疗效。本研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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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治疗方法

两组均予度洛西汀（20mg/ 片）治疗，起始剂量

40mg/d，分早晚 2 次口服，在 2 周内根据个体疗效和

耐受情况调节剂量，最大剂量为 60mg/d；研究组在

口服度洛西汀治疗的同时加用中药熏蒸治疗，采用

熏蒸康复牵引器（型号：XKQ-II，全舱型，湖北健身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进行，每日一次，每次 30 分钟，

每周治疗 5 次，共治疗 6 周。熏蒸药物“解郁方”由

本院中药局统一调配。方剂组成为：陈皮、柴胡、川

芎、香附、枳壳、芍药、甘草、小麦、枣仁。熏蒸

温度设定在 40～45℃之间，以患者感觉舒适即可。

禁止合用其他抗精神病药、抗抑郁药及电休克等治

疗，如患者病情确有必要联用其他治疗，则视为脱

落病例。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方法

主要采用 SCL-90 量表评定临床疗效。由 2 名

精神科副主任医师测定，于治疗前及治疗结束时各

评定 SCL-90、HAMA 量表 1 次。同时监测治疗前

后躯体变化情况，包括血压、心率、血、尿常规、

肝、肾功能、血糖及心电图等。疗效评定：SCL-90
躯体化因子分及 HAMA 减分率≥ 75 ％为痊愈，

50％～74％为显效，25％～49％为有效，＜ 25％为

无效。减分率＝（治疗前得分 - 治疗后得分）/ 治疗

前得分 ×100％。

1.4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采用 SPSS23.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组间

比较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组间比较用

χ2 检验或 t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对比

研究组痊愈 5 例，显效 17 例，进步 9 例，无效

1 例，有效率为 96.9％。对照组分别为 3 例，13 例，

8 例，6 例，有效率为 80％。经 χ2 检验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2=4.223，P=0.040），见表 2。
表2　SCL-90躯体化因子评分结果［例（％）］

组别 痊愈 显效 进步 无效 有效率

对照组（n=30） 3（10） 13（43.3） 8（26.7） 6（20） 80

研究组（n=32） 5（15.6） 17（53.12） 9（28.1） 1（3.1） 96.9

2.2　评分情况对比

两组治疗后 SCL-90 躯体化因子分、HAMA 评分

较治疗前有明显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研究

组得分较观察组下降更加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或 0.01），见表 3。

2.3　两组不良反应对比

观察组患者在治疗中出现便秘、恶心、口干、

乏力、头晕、肝功能异常、睡眠障碍、血压升高

等不良反应共 4 例，研究组患者在治疗中出现上

述不良反应共 4 例。观察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13.3％）与研究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12.5％）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010，P=0.922 ＞

0.05）。

用中药熏蒸疗法联合度洛西汀治疗躯体化障碍，以

单用度洛西汀为对照进行研究，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 2017 年 11 月～2020 年 6 月期间在沈阳市

精神卫生中心住院和门诊治疗的患者。纳入标准：①

符合 ICD-10 《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躯体化障碍的

诊断标准；②症状自评量表（SCL-90）中躯体化因子

≥ 3 分；③年龄 18～65 岁；④病程＞ 2 年；⑤ 2 周内

未服用抗抑郁剂和抗精神病药；⑥实验室检查（血、

尿常规，肝、肾功能，血糖，心、脑电图等）无明

显异常者；排除标准：严重躯体疾病、妊娠或哺乳期

妇女及有药物或酒精依赖或滥用史的患者；有皮肤疾

病不能耐受中药熏蒸治疗者。

入组患者均告知其相关治疗过程并签署知情同

意书。共筛选出符合入组标准患者 70 例，治疗过程

中脱落 8 例，原因为提前出院疗程不够，其中研究

组脱落 3 例，对照组脱落 5 例，总脱落率 11％。其

中男 38 例，女 62 例，按随机数字法分研究组（中药

熏蒸联合度洛西汀组）32 例和对照组（度洛西汀组）

30 例，两组在性别、年龄、病程等基本资料方面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均＞ 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性别［例（％）］ 年龄 病程 治疗前SCL90躯体化因子分

男 女 （x±s，岁） （x±s，月） （x±s，分）

对照组（n=30） 16（53.33） 14（46.67） 44.37±7.69 33.67±7.06 4.04±0.38

研究组（n=32） 13（40.63） 19（59.38） 47.88±7.15 34.72±7.23 4.0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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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躯体化障碍患者病程多为慢性波动性，女性多

于男性，常常伴有社会和家庭功能的损害。患者虽

然有明确证据排除器质性问题，但仍不断拒绝多名

医生的忠告和保证，反复就诊于综合医院，占用大

量医疗资源［3］，该病常常伴有明显的焦虑和抑郁［4］。

在临床中，常用的治疗方法多是使用抗抑郁药治疗，

或者合用小剂量抗精神病药作为增效剂，认知行为

治疗也有少量报道［5］。虽然收获的较好的临床疗效，

但抗抑郁药和抗精神病药物的联用，增加不良反应

的同时也增加患者的心理负担和经济负担，使维持

治疗的依从性降低。传统中医疗法包括中药汤剂和

中医理疗在辅助增效治疗躯体化障碍或针对出现的

不良反应给予治疗过程中，效果显著［6］。在既往的

临床应用中，诸多学者运用中药熏蒸在辅助治疗多

种疾病伴随的躯体症状中也表现出了确切的临床疗

效，研究证实中药熏蒸在治疗疾病时安全可靠，无

毒副作用［7-10］。随着医疗条件的逐年改善，中药熏蒸

疗法在临床的运用逐渐增多。中药熏蒸是通过蒸发

器将配方中药饮片的活性成分汽化，产生含中药离

子成分的蒸汽，对患者全身进行治疗。药物蒸汽直

接作用于全身皮肤，直接通过皮肤孔穴吸收，避免

了药物对胃肠道的剌激。熏蒸所用“解郁方”是以柴

胡疏肝散为主方加减，具有疏肝理气安神，活血止

痛之功效。同时蒸汽热力能有效扩张血管，促进局

部和周身的血液及淋巴循环，改善组织营养和全身

机能。心理治疗和认知行为治疗对躯体化障碍患者

有明确疗效［5］，中药熏蒸的行为过程，也可以算作

是一种行为治疗，对患者的心理上起到正面的暗示

作用，有助于焦虑和抑郁情绪的缓解。本研究中联

合中药熏蒸的研究组在躯体症状的改善上优于对照

组，具有安全性高、疗效显著、不良反应少、费用

低廉、患者体验舒适等优点，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由于现有条件的限制，本研究中所用中药方剂为统

一配方，所选配方为常用有效方剂。如果能对每个

接受治疗的患者进行辨证，再根据患者的证型进行

熏蒸方的调配，则更加符合中医的治疗特点，可能

会取得更好的临床疗效。如果后续研究条件允许，

应加入空白对照治疗（即白水熏蒸治疗），来验证到

底是中药本身还是熏蒸行为起到了治疗作用。

参考文献

1. Sitnikova K，Dijkstra-Kersten SMA，Mokkink LB，et al. 

Systematic review of measurement properties of questionnaires 

measuring somatization in primary care patients ［J］.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2017，103：42-62.

2. Stahl SM. 精神药理学精要：处方指南（第 2 版）［M］. 北京大

学医学出版社，2009：126-130.

3. Hedman E，Andersson E，Lindefors N，et al. Cost-effec-

tiveness and long-term effectiveness of internet-based cogni-

tive behaviourtherapy for severe health anxiety［J］. Psychol 

Med.2013，43（2）：363-374.

4. 世界卫生组织 . ICD-10 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M］. 北京：人

民卫生出版社，1993：129-131.

5. 宋红燕，李占江 . 躯体化障碍认知行为治疗一例［J］. 中华

精神杂志，2019，52（6）：424-426.

6. 何乾超，高玉广，苏晗，等 . 柴胡疏肝汤合枸橼酸坦度螺

酮治疗躯体化障碍的临床研究［J］. 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

杂志，2019，17（1）：47-49.

7. 赵海玲，周宗波，李建强，等 . 加味补肾活血汤联合中药

熏蒸治疗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术后患者的临床观

察［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9，25（8）：95-100.

8. 吴伟，陈海琼，黄礼华，等 . 中药熏蒸联合功能训练治疗

小儿痉挛型脑瘫临床研究［J］. 中华中医药学刊，2018，36
（8）：1920-1923.

9. 覃伟，李仕杰 . 针刺疗法结合中药熏蒸及康复训练促进

胫骨中下段骨折术后康复效果研究［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19，37（5）：1186-1189.

10. 邓艳华，陈璐佳，周建扬，等 . 中药熏蒸治疗失眠的系

统评价［J］. 中华中医药学刊，2017，35（5）：1130-1133.

（收稿日期：2020 年 6 月 28 日）

表3　治疗前后两组SCL-90躯体化因子分、HAMA 评分比较（分，x±s）

组别
SCL-90躯体化因子分

t值 P值
HAMA

t值 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4.04±0.38 2.00±0.58 16.218 0 26.63±4.82 13.87±5.99 9.09 0

研究组 4.02±0.37 1.64±0.51 21.229 0 26.75±3.22 10.75±5.43 14.334 0

t值 0.165 2.518 0.113 2.149

P值 0.87 0.014 　 　 0.911 0.0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