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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阴清肝汤联合帕罗西汀治疗
抑郁症躯体化症状研究
毛稚霞 杨媛 李根起 马静

王勇

【摘要】 目的 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抑郁症患者躯体化症状的有效方法。方法 以简单随机法将
入选患者分为两组，对照组 35 例、治疗组 34 组。治疗组给予中药养阴清肝汤联合盐酸帕罗西汀治疗，
对照组单纯采用盐酸帕罗西汀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抑郁症状及躯体化症状。结果 ①治疗组、
对照组均可缓解抑郁症状：治疗组治疗前及治疗后 2 周、4 周、8 周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分
别为(19.29±2.38)分、(17.38±2.37)分、(15.27±2.15)分、(13.35±2.09)分；治疗后 4 周与治疗后 2 周
比较、治疗后 8 周与治疗后 4 周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对照组治疗前及治疗后 2 周、
4 周、8 周的 HAMD 评分分别为(18.69±3.03)分、(16.63±3.09)分、(15.20±2.95)分、(14.60±2.72)分，
治疗后 4 周与治疗后 2 周比较、治疗后 8 周与治疗后 4 周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治疗
结束时，两组 HAMD 比较治疗组优于对照组(P＜0.05)。②在改善躯体化症状方面，治疗组治疗前及治
疗后 2 周、4 周、8 周的躯体化症状自评量表(SSS)评分分别为(48.74±4.07)分、(46.74±4.16)分、(43.74±
3.77)分、(41.18±3.50)分；治疗后 4 周与治疗后 2 周比较、治疗后 8 周与治疗后 4 周比较，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 均＜0.05)。对照组治疗前及治疗后 2 周、4 周、8 周的躯体化症状自评量表(SSS)评分分别为
(47.71±4.72)分、(46.20±4.64)分、(44.80±4.52)分、(43.91±4.31)分，治疗后 4 周与治疗后 2 周比较、
治疗后 8 周与治疗后 4 周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结论 养阴清肝汤联合盐酸帕罗西汀可
有效缓解抑郁症状，改善躯体化症状。
【关键词】 抑郁症；躯体化症状；中医药；对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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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reating depressive patients with somatic
symptoms with combined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Methods 69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2
groups: a combined therapy group (treated with Yangyin-Qinggan decoction and paroxetine) and mono-therapy
(treated with paroxetine alone as an active control), The depressive and somatic symptoms were assessed before
(0 week), during (2 weeks and 4 weeks) and at the end point (8 weeks) of the treatment. Results ①Both
therapies alleviated the depressive symptoms: HAMD assessed among patients receiving combined therapy are
listed as: (0 week: 19.29±2.38),(2 weeks:17.38±2.37),(4 weeks:15.27±2.15),(8 weeks:13.35±2.09);
combined therapy started to ease the depressive symptoms after 2 weeks of treatment (2 week compared with 0
weeks), similar improvements could also be noticed after 4 weeks of treatment 4 weeks with 2 weeks: P＜0.05)
and at the end of this research (after 8 weeks of treatment: 8 weeks with 4 weeks: P＜0.05). HAMD for
mono-therapy are as: (0 week: 18.69±3.03),(2 weeks: 16.63±3.09),(4 weeks: 15.20±2.95),(8 weeks: 14.60±
2.72); mono-therapy started to alleviate the depressive symptoms also, after 2 weeks of treatment (2 weeks
compared with 0 week: P＜0.05), yet only slight improvements could be seen after 4 weeks (4 weeks with 2
weeks: P＞0.05) and 8 weeks of the treatment (8 weeks with 4 weeks: P＞0.05). The combined therapy turned
to be more effective in alleviating depressive symptoms at the end point of the treatment (P＜0.05). ②In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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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mproving the somatic symptoms, the Somatization Symptom Scale (SSS) among patients with combined
therapy were as follows: (0 week: 48.74±4.07),(2 weeks: 46.74±4.16),(4 weeks: 43.74±3.77),(8 weeks:
41.18±3.50)；Combined therapy was witnessed to start to ease those symptoms after 2 weeks of treatment(2
week compared with 0 weeks, P＜0.05), similar patterns were found again, after 4 weeks(4 weeks with 2 weeks:
P＜0.05) and 8 weeks of the treatment (8 weeks with 4 weeks: P＜0.05). Mono-therapy was found to ease the
somatic symptoms in a less-effective way，yet no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any two SSS after 2 weeks, 4
weeks or 8 weeks of treatment (P＞0.05, respectively). Combined therapy was better at improving the somatic
symptoms (P＜0.01). Conclusion

Combined therapy proved to be more effective in both relieving depression

and somatic symptoms.
【Key words】 Depression；Somatic symptoms；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Comparative trial

据 WHO 统计，全世界抑郁症发病率为 3.1%，
全球已有抑郁症患者约 3.4 亿

［1］

，1993 开始联合

性 15 例、女性 19 例，平均年龄(43.0±5.1)岁，
平 均 病 程 (5.5 ± 1.6) 年 ， 用 药 剂 量 平 均 (28.4 ±

开展的名为《全球疾病负担研究》
（global burden，

8.3)mg/d；对照组男性 14 例、女性 21 例，平均年

GBD）的合作研究资料显示，中国多数病种的疾

龄(42.7±5.5)岁，平均病程(5.6±1.8)年，平均用

病负担呈增加趋势，其中最突出的是抑郁症

［2］

。

情绪低落是抑郁症的典型症状，部分患者情绪低
落不是第一主诉，而以躯体化症状就诊

［3］

。最常

药剂量(29.9±9.0)mg/d。经统计学检验，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
1.2

病例纳入及排除标准：①纳入标准：年龄≥

见的躯体化症状有慢性疼痛、失眠、腹胀、呃逆、

18 岁，符合 ICD-10（国际疾病分类）抑郁发作的

厌食消瘦、腹泻、头晕、胸闷心慌、肌肉跳动、

诊断标准；17 项版本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耳鸣、盗汗、尿频、性欲下降等，患者情绪低落，

评分总分＞7 分；躯体化症状自评量表(SSS)＞40

有生不如死的感觉，但临床中常因主诉不清、求

分；以盐酸帕罗西汀为主要抗抑郁药物治疗，如

医方式不当、诊断不明等原因延误治疗，躯体化

应用其他抗抑郁药（包括三环类、单胺氧化酶抑

症状表现可涉及任何器官和功能，可以模拟任何

制剂及其他 5-HT 再摄取抑制剂等）给予清洗期≥

一种疾病表现

［4］

。研究显示，以躯体不适为主诉

的抑郁症常见动力低下、缺乏愉快感、性欲减退、
失眠及易激惹

［5］

。部分躯体化障碍患者的抑郁症
［6-8］

状因躯体症状的掩盖得不到正确诊断和治疗

。

40%～50%以躯体化主诉的抑郁症患者在基层医
［ 9-11 ］

2 周，入组前连续用药时间≥2 个月、2 周内药物
剂量维持稳定，入组时剂量为(29.1±8.7)mg/d；
长效抗精神病药物停用 2 个月以上；受试者或其
监护人知情同意。②排除标准：有严重自杀企图
或行为者；伴慢性器质性疾病者；伴酒精或药物

。本文以躯体症状

滥用或依赖者；双相情感障碍者；病理性心境恶

为主诉的抑郁症患者为对象，采用传统中药疏

劣及焦虑性神经症、疑病性神经症患者；精神分

肝解郁、行气活血之法，配合抗抑郁药治疗，

裂症患者；脑器质性疾病者；躯体疾病所致心境

并与单纯用抗抑郁药组进行比较，现将结果总

障碍者；正在应用电抽搐治疗者；妊娠、哺乳期

结如下。

妇女；出现急、慢性感染或发热者；冲动不合作

疗保健门诊被误诊、漏诊

的患者。
1

资料与方法

1.3

治疗方法：对照组给予盐酸帕罗西汀(药物批

一般资料：2011 年 8 月至 2012 年 4 月于我

号：国药准字 H10950043，规格为 20 mg/片)，每

院门诊收治、以躯体症状为主诉的抑郁症患者 69

天平均(29.9±9.0)mg，晨起 8 点服用；治疗组加

例，以简单随机法（从随机序列从随机数字表获

用自拟养阴清肝汤以养阴清热、疏肝解郁、行气

取）分为治疗组 34 例、对照组 35 例。治疗组男

活血为法，药物组成：生地黄 20 g、麦冬 15 g、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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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参 15 g、牡丹皮 10 g、郁金 10 g、佛手 10 g、

较上一次均有下降，但治疗第 2 周末，与上一次

川芎 10 g、香附 10 g、白芍 15 g、当归 15 g、柴

测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 8 周

胡 10 g、陈皮 10 g、夜交藤 10 g、合欢花 10 g、

末比较，治疗组 HAMD 总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

豆豉 15 g、甘草 6 g，1 剂/d，水煎 300 ml，早晚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分服。两组均保持日常饮食习惯，均观察 8 周。
治疗期间抗抑郁药物剂量维持不变，禁止联合应

表1

用其他抗抑郁药物及抗精神病药物。
1.4

临床观察指标 ：HAMD 及不良 反应量表

两组抑郁症患者治疗前后 HAMD、SSS 评分
比较(分， x ± s )

组别
治疗组

例数

HAMD

SSS
48.74±4.07

34

（TESS）由经过培训的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用

治疗前

19.29±2.38

盲法进行评定（一致性≥90%），SSS 由患者自行

治疗 2 周末

17.38±2.37a

46.74±4.16a

治疗 4 周末

15.27±2.15

b

43.74±3.77b

13.35±2.09

c

41.18±3.50c

评定，受教育程度低或不解题意者，由评定医师
逐条念题，确定患者听懂后由患者独立决定，评

治疗 8 周末
对照组

35

治疗前

18.69±3.03

治疗 2 周末

16.63±3.09a

46.20±4.64

①HAMD 评分：HAMD 量表应用 0～4 分的 5 级

治疗 4 周末

15.20±2.95

44.80±4.52

评分法：无（0 分）、轻度（1 分）、中度（2 分）
、

治疗 8 周末

14.60±2.72d

43.91±4.31e

定时间为治疗开始前及治疗后 2、4、8 周的周末。

重度（3 分）
、很重（4 分）；项目得分总和为总分，
总分越高表示抑郁越严重。② SSS 评分：由 20 个

47.71±4.72

注：HAMD：汉密尔顿抑郁量表；SSS：躯体化症状自评量表；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aP＜0.05；与治疗 2 周末比较，bP＜0.05；与治疗
4 周末比较，cP＜0.05；两组治疗 8 周后比较，dP＜0.05，eP＜0.01

条目组成，涉及全身各系统的多数躯体化症状，
为自评量表，按症状的严重程度分为 4 级：没有

2.3

或偶有为 1 分、轻度为 2 分、中度为 3 分、重度

SSS 评价躯体化症状，其中与抑郁有关的情绪低

为 4 分，总分超过 40 分判定为阳性。③ TESS

落及兴趣减退最为明显。情绪欠佳、兴趣减退为

评分：进行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

(2.73±0.87)分、易紧张不安或担忧害怕为(2.65±

血糖等常规生化检查，心电图等。不良反应评定：

0.98)分、头晕、头痛为(2.91±0.96)分、睡眠障

TESS 量表“症状和药物关系”评定为肯定关系，

碍(2.47±0.97)分、胃肠道症状(2.37±0.95)分。

“严重程度”≥3 分。

其中，头痛、睡眠障碍和胃肠道症状等的评分均

1.5

较高。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 16.0 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

± s )表示，计数

2.4

SSS 评分较高项目：两组患者入组时均以

SSS 评分比较：两组治疗前 SSS 评分差异不

资料以率(%)表示，治疗前及治疗后不同时间

明显。治疗组治疗 2 周后，躯体化症状好转(P＜

HAMD 及 SSS 评分用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

0.05)；治疗 4 周后较治疗 2 周缓解，差异有统计

计学意义。

学意义(P＜0.05)；治疗 8 周后较治疗 4 周进一步
好转(P＜0.05)。对照组于治疗 2 周、4 周、8 周后，

2
2.1

结果
脱落病例：本观察中，患者依从性较高，未

躯体化症状逐渐好转，但治疗 4 周后与治疗 2 周
比较、治疗 8 周后与治疗 4 周比较，差异均无统

出现脱落情况。

计学意义(P＞0.05)。治疗 8 周后，两组患者躯体

2.2

化症状比较，治疗组优于对照组(P＜0.01）。

HAMD 评分比较：治疗前，两组 HAMD 评

分无差异。治疗后，HAMD 评分，治疗组每次测

2.5

不良反应：经 TESS 量表评定，治疗组、对

评总分，与上一次测评比较，均有明显改善，差

照组在观察期间均未发生与药物相关的不良反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每次测评总分

应，各项化验在治疗过程中未见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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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治疗方式的同时，也提高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

讨论
已有研究发现

［12］

，患者躯体症状越多，社会

功能受损越严重。与无症状者比较，有躯体化表
现者生理功能下降

［13］

。即躯体症状越多，对躯体

健康和精神健康的损害越严重。本研究证实，服

有利于疾病的治疗和康复。由于研究的性质，本
次研究未能充分发挥中医辨证论治，因人、因时、
因病制宜的优势，这也是在今后进一步研究应该
加强，同时也是为研究提供的重要方向之一。

用帕罗西汀在减轻抑郁症状的同时，可改善患者

参

的躯体症状，尽管每次测评与两周前未见明显差
异，但在观察结束时 SSS 评分与治疗前比较，仍

［1］

症状的同时，患者躯体症状也得到明显改善。与
单一应用抗抑郁药治疗比较，联合用药在减轻躯
体化症状方面明显优于单一用药；随着躯体化症

凉血活血辅以疏肝解郁治疗，在增加抗抑郁药物
疗效的同时，对患者的躯体化症状也有很好的改

Smith GR. The epidemiology and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when
Hosp Psychiatry，1992，14（4）：265-272.

［7］

Kleiman A. 美国精神病学界关于抑郁症、躯体化障碍及神经
衰弱的近代观点. 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分册，1980，7（4）：
212-216.

佛手加强疏肝理气之功；豆豉助解郁行气；甘草、

者，本次研究在传统观念的基础上，以养阴清热，

Kaplan HK，Sadocr BJ. Synopsis of Psychiatry.Williams Wilrins

it coexists with somatoform disorders, somatization or pain. Gen

与柴胡合用以补养肝血、条达肝气；陈皮、香附、

来遣方用药。对于躯体化症状明显的抑郁发作患

Lipowski ZJ. Somatizqtion, The concept and its climical

Ltd，1988：185-194.

麦冬、玄参养阴清热；牡丹皮、川芎、郁金凉血

描述的郁证，中医治疗也以疏肝解郁为主要立法

周梦煜. 米氮平治疗抑郁症伴躯体障碍患者 95 例的疗效观察.

application. Am J Psychiatry，1988，145（11）：1358-1368.

［6］

抑郁发作的各种症状有很多符合传统中医所

张明园. 二十一世纪中国精神医学的思考—由《全球疾病负

医药论坛杂志，2011，32（22）：158-160.
［4］

单一用药改善明显。本次所用方药中，生地黄、

活血、养心安神。

Murray CJ，Lopez AD. Global mortality, disability, and the

担研究》引发的联想. 上海精神医学，2000，12（1）：1-2.
［3］

［5］

合欢花、夜交藤养心安神，全方养阴清热、理气

献

Lancet，1997，349（9063）：1436.
［2］

状的好转，联合用药患者的抑郁症状，也明显较

活血；柴胡疏肝解郁，白芍、当归敛阴养血柔肝，

文

contribution of riskfactors: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有改善。本文以传统中医药出发点，自拟养阴清
肝汤配合抗抑郁药物治疗；联合用药在缓解抑郁

考

［8］

赵智慧，施慎逊，陆峥. 抑郁症病人就诊途径分析. 上海精神
医学，1998，10（2）：96-9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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