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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龙解郁颗粒抗抑郁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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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的精神障碍,抗抑郁药物治
疗是目前重要的治疗手段之一。白龙解郁颗粒是本院根据多年

＞24 分为重度抑郁。
1.5

治疗方法

临床经验形成的中药复方制剂,前期研究结果可见,白龙解郁

中药组给予白龙解郁颗粒(由柴胡、法半夏、炒白芍、石

颗粒对肿瘤合并抑郁症患者的抑郁情绪及睡眠障碍等均有明

菖蒲、陈皮、当归等 14 味中药组成,上海长征医院制剂室提供,

[1]
显疗效 ,本研究在前期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观察其对抑郁症的

南制字[2006]F51042),每次 12 g,每日 2 次,连用 4 周。对照组

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给予安慰剂,用法用量同中药组。安慰剂外观及味道均与白龙

1

解郁颗粒一致。所用药物由江苏天江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每包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含糊精、日落黄、甜味素。

观察病例为 2008 年 6 月－2009 年 8 月在上海长征医院中

1.6

疗效标准

医科门诊及病房就诊的患者。采用简单随机方法,按随机数字

[3]
用 HAMD 减分率进行疗效评价 。HAMD 减分率＝(用药前－

表分为 2 组。中药组 60 例,男性 13 例,女性 47 例,平均年龄

用药后)/用药前×100%。减分率＞75%为痊愈,减分率 50%～

(50.5±11.8)岁；安慰剂组 22 例,男性 8 例,女性 14 例,平均

75%为显效,减分率 25%～50%为好转,减分率＜25%为无效。

年龄(51.6±12.8)岁。根据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进行

1.7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计量资

病 情 分 级 , 中 药 组 18.33%(11/60) 的 患 者 可 能 有 抑 郁 情

—

绪,66.67%(40/60)的患者为轻中度抑郁,15%(9/60)的患者为

料采用 t 检验,结果用x±s 表示,等级资料采用 Ridit 分析。

重度抑郁,病情分布为轻中度＞抑郁情绪＞重度。而安慰剂组

2

的轻中度、重度、可能有抑郁情绪患者比例分别为

2.1

结果
白龙解郁颗粒对抑郁症患者抑郁量表评分的影响
治疗前 2 组患者的 SDS 及 HAMD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63.64%(14/22)、18.18%(4/22)、18.18%(4/22)。2 组基线资
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义,治疗后中药组 SDS 及 HAMD 较治疗前分值均明显下降,差异

1.2

有统计学意义；安慰剂组治疗后得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

病例纳入标准
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四版(DSM-Ⅳ)诊断标

学意义(P ＜0.05)；治疗后中药组 SDS 及 HAMD 得分明显低于

准,抑郁自评量表(SDS)＞50 分,HAMD 评分＞7 分；年龄 18～75

安慰剂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果表明,白龙解郁

周岁；具有基本的阅读、认知能力；如接受其他涉及本项目研

颗粒能够降低抑郁症患者的 SDS 及 HAMD 评分,具有抗抑郁作

究内容的干预性治疗,至少与入组参与本研究相隔 30 d 以上；

用。结果见表 1。
—

表 1 2 组抑郁症患者治疗前后 SDS、HAMD 评分比较(x±s,分)

患者知情同意。
1.3

病例排除标准
组别

正在参与其他的治疗性研究；痴呆或文化水平太低不能理
解和完成测试者；患者正在用抗抑郁药物；年龄＞75 岁,或＜
15 岁者。
1.4

治疗前
中药组

抑郁自评量表

HAMD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

19.52±3.59

10.20±3.27

*

19.23±4.02

14.23±3.80

59.07±7.38 43.48±6.10
57.82±4.85 51.36±6.01

*▲
*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 ＜0.05；与安慰剂组比较,▲P ＜0.05

采用 SDS 评定 2 组患者治疗前后抑郁

2.2

状态。计分方法：总分×1.25,整数部分即为标准分。由专业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白龙解郁颗粒的抗抑郁疗效评价(见表 2)

表 2 2 组抑郁症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人员进行测评并分析结果。
1.4.2

60

安慰剂组 22

评价工具及标准

1.4.1

SDS

例数

组别

HAMD 为 24 分表,病情分级标

[2]
准 ：＞7 分为可能有抑郁情绪,17～23 分为轻度或中度抑郁,

例数

中药组

60

安慰剂组

22

痊愈

显效

好转

8(13.33) 21(35.00) 23(38.33)
0

3(13.64)

无效

总有效率(%)

8(13.33)

86.67

7(31.82) 12(54.55)

45.45

注：2 组比较,P ＝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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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抑郁症属于中医“郁证”
、
“百合病”等范畴。中医多从肝气

[4]
郁结来认识其病理经过 ,魏品康教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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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痰散结的基础上常常配合使用疏肝理气解郁之品。《外证医

15 g,仙茅 15 g,巴戟天 15 g,知母 15 g,黄柏 15 g,生地黄 15 g,

案汇编》云：
“治乳症,不出一气字……若治乳从一气字着笔,

天花粉 15 g,炙甘草 6 g。14 剂,每日 1 剂,水煎服。

无论虚实新久,温凉攻补,各方之中,挟理气疏络之品,使乳络

患者服药 2 周后阵发性烘热次数较前减少,由每日的 4 次

通。”魏师认为,理气之品不仅能使乳络通,还可疏肝解郁,调畅

减为 2 次,程度也较前减轻,近日食后有饱腹感,大便干,舌苔

气机,协调各脏腑功能。脏腑气机升降正常,则痰瘀不易产生,

较为厚腻,脉弦细。原方去八月札、夏枯草,加藿香 15 g、佩

癌细胞不易生长。临床上常配合应用柴胡舒肝散、逍遥散等方,

兰 15 g、厚朴 15 g 以芳香化湿,制大黄 9 g 清肠通便、清热

药用柴胡、郁金、当归、白芍、制香附、佛手、八月札等。消

化瘀,通畅消化道,以间接增加食欲,通下导滞。继服药 14 剂后,

痰散结与疏肝解郁并举,以达到抑制肿瘤生长及防止复发转移

患者烘热汗出、进食后饱胀感等症状基本消失,大便每日 1 次,

的目的。

成形,舌质淡、苔薄白,脉弦细。之后一直门诊随访,至今症情

1.3

稳定,未有复发。

第三步：消痰散结调经
大部分乳腺癌患者在接受放化疗等治疗之后,机体的内环

境被破坏,加之许多患者同时接受内分泌治疗,服用三苯氧胺

3

小结
魏师治疗乳腺癌三步法：消痰散结、疏肝解郁、调补阴阳。

等药物,多数出现月经紊乱、潮热汗出、停经等类似绝经期的

立法有序,配伍严谨,在针对乳腺肿瘤病因进行治疗的基础上,

症状。中医辨证属于阴阳失衡,气血亏虚,脏腑功能紊乱。治疗

改善患者症状,延长患者生存期,降低复发转移率,提高生活质

上应根据“阴阳互根”的理论,采用“阴中求阳,阳中求阴”的

量,收到了良好的临床效果。此外,魏师还注重未病先防,“见

治法,使“阳得阴升,阴得阳助”,以助机体恢复阴平阳秘的生

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
。乳房属于肝经循行之所,故在对

理状态。魏师临床常在消痰散结和疏肝解郁的基础上应用四物

乳腺癌术后患者的治疗中,注重对脾胃功能的顾护,常用白芍、

汤、二仙汤等方药以调节患者机体内环境平衡。药用桃仁、红

炙甘草、炒白术、茯苓、生薏苡仁、炒莱菔子等健脾益胃之品,

花、制香附、当归、熟地黄、川芎、赤芍等养血活血调经之品

以达到未病先防、既病防变之目的。

以及仙茅、淫羊藿、巴戟天、菟丝子、黄柏、知母等温肾阳、

乳腺癌手术后,往往不同的患者会有不同的兼证,对此,魏

补肾精、泻肾火、调冲任之品。

师常有不同的选方用药。如伴有失眠加用龙骨、牡蛎；内分泌

2

治疗后引起的脂肪肝,加用姜黄；术后上肢瘀肿,加用活血通

典型病例
患者,女,49 岁,2008 年 6 月 11 日初诊。2008 年 3 月 28

络、化瘀消肿之品,如全蝎、蜈蚣、地龙、路路通等；化疗后

日,患者行左乳癌改良根治术,病理：浸润性导管癌,腋窝淋巴

恶心呕吐,加用益气和胃、芳香醒脾之品,如黄连、炒白术、佛

结 0/14(+),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术后化疗 6 次,化

手、香橼皮等；食欲不振、腹胀加用炒枳实、炒鸡内金、炒楂

疗方案为 CEF,并服三苯氧胺进行内分泌治疗。刻下：化疗后

曲、制大黄等；泛酸加用煅乌贼骨；乳癌术后肝转移,加用养

月经未来,阵发性烘热明显,4 次/天,伴有汗出,右乳无胀痛,

肝柔肝、破瘀消癥之品,如炮穿山甲、北沙参、生地黄、麦冬、

胃纳可,口干明显,夜寐安,舌淡红,苔薄白,脉滑。证属痰郁互

枸杞子；肺与胸膜转移,伴有胸腔积液者加用清肺化浊、逐痰

结,阴阳失调。治以消痰解郁、调和阴阳。另外,患者因服用三

利水之品,如白芥子、葶苈子、泽漆等；骨转移加用益肾壮骨、

苯氧胺导致冲任失调,内分泌紊乱,更年期症状出现,如停经、

祛瘀解毒之品,如威灵仙、骨碎补、制川乌、蛇六谷之品；有

烘热汗出等,故加用温阳滋阴之品使阴平阳秘,阴阳调和。拟

咽炎、口疳、龈肿者加用养阴清火之品,如生地黄、天花粉、

方：制胆南星 15 g,制半夏 15 g,蚤休 10 g,山慈菇 9 g,浙贝

黄连、黄芩、地骨皮、野菊花等。

母 9 g,柴胡 9 g,郁金 15 g,八月札 30 g,夏枯草 30 g,淫羊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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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初期阶段以肝气郁结为主,随着病

剂组,表明该药物有一定的抗抑郁疗效,且在用药过程中患者未

情的发展则以痰气互结为主要病机。因为外界刺激因素最易影

出现明显不良反应,表明该药物安全可靠。因本研究样本量较小,

响气机,气机阻滞、津液随之受阻,痰邪萌生,而痰邪为病理产

今后还需通过大样本随机双盲临床对照进一步深入研究。

物,形成以后可进一步加剧气机阻滞,周而复始,恶性循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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