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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评价加味逍遥胶囊治疗轻中度抑郁症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采用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 

照的研究方法。共入组127例轻中度抑郁症患者，中药组 (加味逍遥胶囊+舍曲林安慰剂)65例，西药组 (舍曲林+ 

加味逍遥胶囊安慰剂)62例，疗程8周。以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和中医证候量表评分作为疗效评价指标， 

副反应量表评定不良反应。结果：基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估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无显著性差异；两组治疗后 

HAMD积分均明显低于治疗前 (P<0．05)，两组间比较无显著性差异；两组中医证候总分差值组间比较无显著性 

差异；中药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西药组 (P<0．05)。结论：加味逍遥胶囊治疗轻中度抑郁症与舍曲林相当，不 

良反应明显少于舍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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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evalu~etheeffectand s~etyofJiaweiXiaoyao(JW )Capsuleinthetreatmentofmildtomoderate 

depression．Methods：The research was conducted by a multicenter randomized，double—blind and placebo controlled trial of 127 patients 

with mild to moderate depression，who received JWXY Capsule and Sertraline placebo(65 patients)or Sertraline and JWXY Capsule 

placebo(62patients)，eachofthemgotdifferenttreatmentfor8weeks．TheefficacyWasevaluatedbyHamiltonDepressionScale(HAMD) 

and the scal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syn~ome，adverse reactions were evaluated by Treatment Eme~ent Symptom 

Scale rTESS)．Results：Th 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scores ofHAMD．The scores ofHAMD ofbom 

groups were remarkably lowered after therapy(P<0．05)，showed no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m．Th 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m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TCM syn&ome SCOre．Th 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Chinese medicine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western medicine group(P<0．05)．Conclusion：JWXY Caps~e shows the effect equivalent to that of Sertraline in the 

treatment ofmi ld to mod erate depression with obviously less adverse re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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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研究表明抑郁症是最常见的情感障碍，人群中有 

16％的人在一生的某个时期会受其影响 】。在最近一项全球疾 

病负担研究中，精神障碍和冠心病被认为是全球两大重要疾 

病 】，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在前期研究的基础 

上，笔者设计了_一项关于轻中度抑郁气郁化火证患者的多中心、 

随机、双盲、双模拟、安慰剂对照的临床研究，以评价加味逍遥 

胶囊治疗轻中度抑郁气郁化火证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资料 

1．病例选择 

1．1纳入标准 2011年10月一2013年3月在北京中医药大学 

东方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安定医院3家医院门诊就诊患者；符合美国DSM．IV抑郁症诊 

断标准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且汉密 

尔顿抑郁量表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24项)I>20 

分，≤35分；年龄18岁以上，65岁以内；躯体和实验室检查正常； 

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中医辨证为气郁化火证。 

1．2排除标准 ①有严重的心脏病、肾病、神经病、脑血管 

病、肝病、出血、代谢病以及肺功能障碍的患者；②躯体、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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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和心电图检查有显著异常者；③妊娠、哺乳期及分娩后6个月 

妇女；④既往服用舍曲林治疗者；⑤已经或在30d内将参加其 

他药物观察研究的患者；⑥有高度自杀危险者。 

2．试验药品 加味逍遥胶囊 (柴胡、当归、白芍、白术、茯 

苓、甘草、牡丹皮、栀子、薄荷等组成；批号：1172023；0．3gX24 

粒／盒 )及安慰剂：四川宝兴制药有限公司；舍曲林 (批号： 

110902；50mgx14．hL／盒)：辉瑞制药；舍曲林安慰剂：北京舒太 

神药业。 

方法 

本研究为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双模拟、平行对旦fiI悔 

床研究。 

1．随机分组 符合入组标准的受试者以1：1的比例，按照 

筛查的先后顺序随机分人中药组和西药组。 

2．给药方法 中药组：加味逍遥胶囊，3粒／次，2次／d+舍 

曲林安慰剂 (第1—4天，25mg／次，1次，d；第4—56天，50rag／次， 

l~r．／d)。西药组：舍曲林，第1—4天，25mg／次，1次／d+~l味逍遥 

胶囊安慰剂 (3粒／次，2~／d)；第4—56天，50mg／次，1次／d+力口味 

逍遥胶囊安慰剂(3粒／次，2~／a)；疗程均为8周。 

3．洗脱期 正在接受正式抗抑郁治疗的患者停止当前治 

疗，服用舍曲林安慰剂50mg／次，1次，d，洗脱期1周。 

4．观察指标和评价标准 由统一进行量表一致性培训合 

格的研究者在治疗第0，2，4及8周末分别进行评估。 

4．1安全性观察 包括生命体征、血尿常规、肝肾功能、心 

电图及不良事件表。 

4．2疗效及安全评估 采用HAMD、中医证候评分和疗 

效评定标准 (临床治愈：疗程结束无抑郁症状；显效：治疗 

后HAMD积分减少70％～90％；有效：治疗后HAMD积分减少 

30％一70％；无效：治疗后HAMD积分减少<30％)等进行疗效 

评估。副反应量表评定不良反应。 

5．临床研究登记 经专家论证确定研究方案，在国际公认 

的临床研究注册系统上完成登记，并获得ID号，ClinicalTrials． 

gov ID：NCT01467804。 

6．数据管理及统计学方法 数据库采用EPIdata 3．1数据 

库软件，采取两次录入的方式；盲态审核及揭盲后由北京调元 

大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统计师进行分析；采用SAS 9．1软件包， 

计数资料用 检验分析，计量资料用t检验分析，等级资料则采 

用z检验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基线资料 共入组患者127例，中药组65例，西药组62 

例。两组分别脱落5例和10例，实际完成112例，脱落率11．81％。 

两组人口学资料、HAMD量表各因子和中医证候等基线资料比 

较，均无显著统计学差异，具有可比性。 

2．疗效 比较 

2．1 HAMD抑郁量表总分及疗效评定比较 治疗后，两组 

各访视It~,~HAMD量表评分与基线比较，均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P<0．05)，均有良好治疗效果，见表1；两组HAMD量表差值 

组间比较，各访视点均无显著统计学差异，见表2；不同访视时 

点两组HAMD量表疗效评定均无显著性差异，见表3。中药组愈 

显率(临床治愈率+显效率)为30．00％，总有效率85．00％。 

2．2中医症候观察表中医症候总分及各症候比较 治疗 

后，两组中医症候总分各访视时点与基线比较，均有显著统计 

学差异 (P<0．05)，见表4；两组中医症候总分差值组问比较， 

各访视点均无显著统计学差异，见表5。治疗后，中药组与西药 

组各中医症候均能不同程度减轻或消失。 

表1 不同日寸| 两组HAMD量表总分组内比较( ± ，分) 

表2 不同日寸| 两组HAMD量表组间差值比较 ( ± ，分) 

表3 不同时点两组HAMD量表疗效评定比较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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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不同时 两组中医证候量表总分组内比较(2~s，分) 

表5 不同时点两组中医证候量表总分差值比较 ( ± ，分) 

3．安全性检查 不良反应情况：治疗第2周，中药组口干、头 

痛2例，心动过速1例；西药组口干、鼻塞、出汗7例，血压降低、 

恶心呕吐5例，头晕和昏厥1例，不良反应严重者停药后症状消 

失，中药组不良反应明显低于西药组(P<0．05)；2周后，中药组 

头痛，口干1例；西药组失眠、口干和出汗3例，均可自行缓解， 

无统计学差异，见表6。治疗前和治疗8周结束时，两组患者血 

尿常规、肝肾功和心电图均未见明显异常，均无其它不良事件 

及严重不良事件的发生。 

讨论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研究预测到2020年抑郁 

症将成为继冠心病后的第二大疾病负担源 ]。理想的抗抑郁药 

不仅要有良好疗效，还要有卓越的安全性和耐受性，博大精深 

的中医理论提供了可循途径。吴崇胜等朔研究表明，肝郁证、脾 

气虚证和火证是抑郁症常见证候，治当疏肝清热、解郁健脾。 

加味逍遥散为逍遥丸改进方，加味逍遥胶囊则是在加味逍遥 

散基础上进行了现代工艺的改进，方中柴胡疏肝理气，是为君 

药；当归养血和血柔肝；白芍养血又敛阴，使肝柔而不刚，共为 

臣药。白术、茯苓防肝郁克脾，健脾祛湿，以复其健运之功；牡 

丹皮泻中伏火；栀子 (姜炙)泻三焦之火；薄荷助疏肝之力，共 

为佐药。甘草调和诸药，是为使药。诸药合用，合奏疏肝清热、 

解郁健脾之功效。 

最近一项研究认为，舍曲林的有效抗抑郁作用与增加左前 

额叶背外侧皮层的容积有关，通过皮层容积的增加调节相关情 

感吲。本研究创新点：首次通过多中心、随机、双盲、阳性对照 

的研究方法，证明了加味逍遥胶囊治疗轻中度抑郁气郁化火证 

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与舍曲林相比，虽然基于HAMD和中 

医症候量表评分两组临床疗效比较无显著性差异；但两组治疗 

后HAMD积分均明显低于治疗前，两组均有良好治疗效果。 

本研究也证实了加昧逍遥胶囊不良反应明显低于舍曲林， 

为抑郁症的中医药治疗提供了循证医学证据，其作用机制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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