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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调查·

抑郁症患者 5-羟色胺与中医证型及症状关系分析
崔宁,李跃华,孙锦锦,许大剑,汪振杰,杨慧敏,陈小平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老年病科,北京 100091
摘要：目的 探讨抑郁症患者 5-羟色胺(5-HT)水平及与其相应的中医证型、症状的相关性。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
研究的方法,共观察抑郁症患者 210 例,进行中医辨证及证候指标调查,分析各组 5-HT 的差异及中医证型、症状与 5-HT
的关系。结果 210 例抑郁症患者外周血 5-HT 功能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外周血 5-HT 低下者各
中医证型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5-HT 功能低下的抑郁症患者核心症状及其他症状分布情况与 5-HT 功
能不低下的患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结论 5-HT 功能对抑郁症发病以及中医证型、症状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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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CM Syndrome Types, Clinical Symptoms and 5-HT Level of
Major Depression Patients

CUI Ning, LI Yue-hua, SUN Jin-jin, XU Da-jian, WANG Zhen-jie, YANG Hui-min,

CHEN Xiao-ping (Department of Geriatrics, Xiyuan Hospital,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of TCM syndromes, clinical symptoms and 5-HT level
of major depression (MD) patients. Methods With case-control method, 210 MD patients were investigated.
TCM diagnosis and syndrome indicators were observed. The differences in 5-HT of each group,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CM diagnosis, syndrome indicators and 5-HT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5-HT level
of MD patients was different with normal control (P ＜0.01).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among the five types of
5-HT lower patients (P ＞0.05). There was difference in core symptoms and other symptoms of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5-HT level (P ＜0.01). Conclusion The level of 5-HT has influence on TCM syndromes and
symptoms of MD patients.
Key words：major depression；5-HT；TCM syndrome types；TCM symptoms；distribution rule
抑郁症是以显著而持久的情绪低落、兴趣丧失、思维与认

＞30～60 岁者 98 例(46.7%),＞60～75 岁者 95 例(45.2%)。根

知功能迟缓为主要临床特征的一类情感障碍性精神疾病[1]。其

据中医辨证分型将入组患者分为 5 个证型,分别为肝郁气滞型

[2]

发病机制尚未明确,仅有一些研究和假说,如单胺假说 、受体
[2]

[3]

39 例(18.57%),肝郁脾虚型 39 例(18.57%),肝郁痰阻型 38 例

假说 、神经内分泌假说 等。一般认为,脑中单胺递质 5-羟

(18.10%), 心 脾 两 虚 型 32 例 (15.24%), 心 肾 不 交 型 62 例

色胺(5-HT)功能降低、受体功能失调是抑郁症发生的基础。有

(29.52%)。受试者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抑郁自测量表

研究表明,抑郁症是由 5-HT 水平活性降低、传导功能下降引起

(SDS)、中医证型评分均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5

[4]

的 。本研究通过对抑郁症患者外周血神经递质 5-HT 功能及

组病例性别、年龄、病情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中医证型、症状之间关系的观察,分析抑郁症患者 5-HT 水平及

具有可比性。患者组与正常对照组在性别及年龄分布上差异无

与其相应的中医证型、症状的构成比例,为抑郁症患者临床诊

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以上受试者均按方案完

断及用药提供依据。

成观察疗程。

1

1.2

1.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共观察抑郁症患者 210 例,均为 2010 年 1 月－2011 年 12

西医诊断标准
参照 2001 年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学会制定的《中国精神障

[5]
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3 版)》(CCMD-3)的诊断标准 。以 HAMD

月在本院老年病门诊及病房就诊并符合病例筛选标准的抑郁

作为评定工具,HAMD 24 项评分≥20 分。

症患者。其中男性 56 例,女性 154 例,男女比例为 1∶2.75,女

1.3

性明显多于男性；年龄 18～75 岁,18～30 岁者 17 例(8.1%),

中医诊断标准
参考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精神病专业委员会 1991 年昆明

会议制定的“躁郁证的中西医结合辨证分型标准”及国家“十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0973733)

一五”科技攻关项目“抑郁症中医证治规律研究”建立的诊断

通讯作者：李跃华,E-mail：shanzhuyu@126.com

[6]
标准 ,结合本院老年病科多年来治疗抑郁症临床经验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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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料,辨证为肝郁气滞、肝郁脾虚、肝郁痰阻、心脾两虚、

症状按照症状轻重程度分别计 0、2、4、6 分,其他症状按照症

心肾不交 5 型。具体诊断分型标准如下：基本证候由特异性症

状轻重程度分别计 0、1、2、3 分。

状＋精神症状(2 项或 3 项以上)＋躯体症状(3 项或 3 项以上)

1.9

5-羟色胺测定

组成,以相关症状为分型依据。①特异症状：以情绪低落为主

空腹抽取静脉血,用高速离心机以 3 000 r/min 离心 20 min,

要特征,持续至少 2 周以上。②精神症状：多愁善感,易哭善太

取上清液-80 ℃保存。严格按照美国 ADL 公司生产的 ELISA

息、情绪低落、抑郁悲观厌世、思维迟缓或思维困难、动作减

试剂盒(批号 RT110371)说明书操作,采用酶标仪方法检测

少或迟缓或多动、睡眠障碍、焦虑、易激动。③躯体症状：头

5-HT 含量。

晕、头痛、气短、胸闷、心悸、心烦、腹胀、胁痛、呃逆、纳

1.10

呆、便秘或腹泻。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AS8.2 统计软件,将有关数据进行数字化处理,计量

情绪抑郁,表情沮丧,急躁易怒,面红目

资料服从正态分布的进行成组设计资料的 t 检验及完全随机

赤,善太息,胸闷,胁痛,胸胁乳房胀满,腹胀,便秘,口苦,舌边

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不服从正态分布的经变量转换后再进行

尖红,脉弦。情绪抑郁必备,其他项中具有 4 项者。

2
分析,计数资料进行行×列表资料的χ 检验分析组间的差异。

1.3.1

1.3.2

肝郁气滞型

肝郁脾虚型

情绪抑郁,表情沮丧,气短,纳呆,倦怠乏

所有的统计检验均采用双侧检验,检验水准 α ＝0.05,P ＜

力,大便溏泻,形体消瘦,面色萎黄,懒言声低,舌体胖大或有齿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痕,脉弦细。情绪抑郁必备,其他项中具有 4 项者。

2

1.3.3

2.1

肝郁痰阻型

情绪抑郁,表情沮丧,恶心欲吐,泛吐痰

结果
抑郁症患者与正常对照组外周血 5-羟色胺比较

涎,咽有梗阻感,口中黏腻,头晕目眩,肢体沉重,心烦,脘腹胀

所有抑郁症患者与正常对照组比较,经正态性检验小样本

闷,大便不爽,舌质淡,苔厚腻,脉弦滑。情绪抑郁必备,其他项

数据不服从正态分布(P ＜0.1),经对数转换的两样本 t 检验分

中具有 4 项者。

析,患者外周血 5-HT 平均功能低于正常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

1.3.4

心脾两虚型

情绪抑郁,心悸,健忘,少寐多梦,心神不

定易惊恐,纳呆,腹胀,便溏,形体消瘦,声音低弱,面色萎黄,舌

计学意义(P ＜0.01)。见表 1。
—

表 1 抑郁症患者与正常对照组外周血 5-HT 比较(x±s,ng/mL)

体瘦小,脉沉细。情绪抑郁必备,且其他项中具有 4 项者。

组别

例数

5-HT

情绪抑郁,心悸心慌,健忘,失眠多梦,烦

抑郁症患者

210

182.12±9.23

躁多汗,五心烦热,性欲减退或遗精,腰膝酸软,尿频尿急,肢体

正常对照组

50

342.68±7.91

1.3.5

心肾不交型

颤抖,舌红少津,脉细数。情绪抑郁必备,其他项中具有 4 项者。
1.4

纳入标准

*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P ＜0.01(下同)

2.2

符合上述中西医诊断标准并自愿参加研究、年龄在 18～

抑郁症患者外周血 5-羟色胺功能情况
210 例抑郁症患者中,5-HT 功能低于正常人者占大多数。

75 岁之间的原发性抑郁症患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但抑郁症的发生不仅仅是 5-HT 功能的低下,尚有一定比例患

1.5

者表现为 5-HT 功能亢进及正常。见表 2。

排除标准
①HAMD 评分＞35 分或有自杀行为者；②伴有严重的或不

稳定的心、肝、肾、内分泌、血液等内科疾病者；③入选前 4

表 2 210 例抑郁症患者外周血 5-HT 功能情况
5-HT 功能

例数

周内服用过单胺氧化酶抑制剂或其他抗抑郁药者。

低下

178

84.76

1.6

正常

16

7.61

亢进

16

7.61

正常对照组筛选标准
2011 年 6－12 月对北京市海淀区年龄在 18～75 岁之间的

百分比(%)

市民随机调查,选取 50 例身体健康且精神情绪正常、HAMD24

2.3

项评分＜8 分者。

2.3.1

1.7

同证型患者 5-HT 分别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指标功能亢进及低下定义标准
定义各组外周血 5-HT 大于正常对照组各指标“均值＋标

准差”者为功能亢进,低于正常对照组各指标“均值－标准差”

抑郁症患者 5-羟色胺功能与中医证型的关系分析
不同证型患者与正常人外周血 5-羟色胺比较

(P ＜0.05)。见表 3。
表3

者为功能低下。

—

不同证型抑郁症患者与正常对照组外周血 5-HT 比较(x±s,ng/mL)
组别

例数

5-HT

肝郁气滞组

39

239.35±5.94

结合本院老年病科多年治疗抑郁症的经验,中医证候由核

肝郁脾虚组

39

199.21±4.88

心症状、基本症状、其他症状组成。核心症状：情绪低落、兴

肝郁痰阻组

38

148.71±6.12

趣丧失、缺乏愉快感、多愁善感、易哭善太息、抑郁悲观厌世。

心脾两虚组

32

189.48±8.04

基本症状：头晕、头痛、气短、胸闷、心悸、心烦、腹胀、胁

心肾不交组

62

179.20±7.36

痛、呃逆、纳呆、便秘或腹泻。其他症状：动作减少、动作迟

正常对照组

50

342.68±7.91

1.8

中医证候核心症状、其他症状判断方法及评分标准

5 种不

*
*
*
*
*

不同证型患者 5-羟色胺功能比较

经四格表资料χ2

缓、惊恐害怕、自汗、多动、入睡困难、睡眠浅、多梦、早醒、

2.3.2

嗜睡、焦虑、强迫思维、行为言语思维阻滞。评分标准：核心

检验分析,5-HT 低下的抑郁症患者与 5-HT 正常及亢进的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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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在中医证型分布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4。

表7

表明 5-HT 低下的患者证型分布与全部抑郁症患者证型分布之

其他症状

有[例(%)]

无[例(%)]

评分(x±s,分)

间无差异,即 5-HT 功能不影响抑郁症患者证型分布。

惊恐害怕

131(73.60)

47(26.40)

1.21±0.99

自汗

127(71.35)

51(28.65)

1.24±1.00

入睡困难

147(82.59)

31(17.41)

1.80±1.07

157(88.20)

21(11.80)

1.74±0.98

表 4 不同证型抑郁症患者 5-HT 功能比较(例)
组别

低下

正常

亢进

合计

5-HT 功能低下的抑郁症患者其他症状分布情况
—

肝郁气滞组

32

4

3

39

睡眠浅

肝郁脾虚组

30

2

7

39

多梦

141(79.21)

37(20.79)

1.52±1.04

早醒

140(78.65)

38(21.35)

1.60±1.08

肝郁痰阻组

35

2

1

38

心脾两虚组

27

3

2

32

心肾不交组

54

5

3

62

3

讨论
从外周血神经递质 5-HT 功能分析可知,抑郁症患者外周

5-HT 功

血神经递质水平可以是低下、正常或者亢进,提示抑郁症存在

能低下者各证型比较,经方差分析,各证型均低于正常对照组,

不同类型,不同类型抑郁症外周血神经递质变化有其自身的特

组间差异有统计意义(P ＜0.01)；各中医证型之间比较,差异

点。从总体来看,抑郁症患者外周血 5-HT 水平低于正常人,但

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5。表明抑郁症患者中医证型

是在 210 例抑郁症患者中有 15.24%患者 5-HT 功能亢进或正常

分布与 5-HT 功能无关。其中,肝郁气滞组患者 5-HT 功能相对

的,说明抑郁症的发生不仅仅是神经递质功能的低下,尚有一

最高,肝郁痰阻组患者 5-HT 功能相对最低。所有抑郁症患者中,

定比例患者表现为神经递质的功能亢进,这也解释了以抑郁症

肝郁痰阻组 5-HT 低下者所占比例最大,肝郁脾虚组所占比例

的发病机理为神经递质功能的低下为药理基础的抗抑郁药物

最小。

20%左右无效的原因。

2.3.3

不同证型患者外周血 5-羟色胺低下者比较

表5

有研究表明,5-HT 通过 5-HT1A 受体调节人的生理功能,包

不同证型外周血 5-HT 功能低下者 5-HT 比较
—

[7]
括调节人的睡眠、情绪及应激反应 。这与本研究中 5-HT 功

组别

例数

比例(%)

5-HT(x±s,ng/mL)

肝郁气滞组

32

82.05

180.01±7.78

能低下的抑郁症患者的中医核心症状(情绪低落、缺乏愉快感、

肝郁脾虚组

30

76.92

149.16±5.31

兴趣丧失、多愁善感、抑郁悲观厌世、易哭善太息)及其他症

肝郁痰阻组

35

92.11

129.43±6.43

状(睡眠浅、入睡困难、多梦、早醒、惊恐害怕、自汗)相符合。

心脾两虚组

27

84.38

147.04±4.93

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中医治疗抑郁症的优势所在：其一,

心肾不交组

54

84.38

144.64±5.76

通过中医辨证施治,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入手,对患者进行整

2.4

外周血 5-羟色胺功能低下的抑郁症患者核心症状及其

体调节,从而使患者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至”的状态,避免

他症状分布情况

应用西医抗抑郁药物时出现在纠正原有平衡失调的同时,又带

2.4.1

外周血 5-羟色胺功能低下的抑郁症患者核心症状分

来新的平衡失调的情况；其二,抑郁症患者的中医症状与 5-HT

布情况

178 例 5-HT 功能低下的抑郁症患者,经比较,6 个核心

功能低下所造成的生理功能失调相符合,通过对抑郁症患者的

症状出现频次由高到低依次为：情绪低落、缺乏愉快感、兴趣

中医治疗,在改善患者症状的同时,改善患者 5-HT 功能,使

丧失、多愁善感、抑郁悲观厌世、易哭善太息。见表 6。

5-HT 功能低下者或功能亢进者调节至正常水平。

表6

参考文献：

5-HT 功能低下的抑郁症患者核心症状分布情况
—

[1] 沈渔邨.精神病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428-434,202,

有[例(%)]

无[例(%)]

评分(x±s,分)

情绪低落

176(99.88)

2( 0.12)

2.52±1.14

兴趣丧失

163(91.57)

15( 8.43)

2.11±1.16

缺乏愉快感

167(89.30)

11(10.70)

2.40±1.28

多愁善感

142(79.78)

36(20.22)

1.6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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