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中医传承辅助平台探讨张伦忠治疗中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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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基于中医传承辅助平台,分析和总结张伦忠教授治疗中老年郁证的组方规律和用药经验。方法 收集张伦忠教授治

疗中老年郁证的门诊首诊处方 122 首,运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软件,分析其组方规律和用药经验。结果 122 首处方中得出 12 个

核心组合和 6 个新处方。结论 张伦忠教授治疗中老年郁证善于从阴阳角度辨焦虑与抑郁,重视肝、脾、肾三脏,治以疏肝解郁、顾

护中焦、补肾填精,多以桑麻地黄汤为基础方临证加减,采用复方治疗,标本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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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summarize Professor Zhang Lunzhong 's prescription rules and medication experience in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of middle and old age patients based on the auxiliary platfor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heritance.

Methods A total of 122 prescription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outpatient department of Professor Zhang Lunzhong in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syndrome of middle aged and elderly patients.The rules of prescriptions and medication experience were analyzed by the

softwa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heritance assistant platform.Results Twelve core combinations and 6 new prescriptions

were obtained by analyzing the frequency and association rules of 122 prescriptions.Conclusion Professor Zhang Lunzhong is good

at distinguishing anxiety and depression from Yin and Yang in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of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atients,paying

attention to liver,spleen,and kidney.Treatment is supposed to aim for soothing liver and depresses,regulating middle-jiao,tonifying kidney

and replenishing essence.Professor Zhang Lunzhong mainly takes Sangma Dihuang decoction as the basis to add and subtract

based on the clinical symptoms,with compound treatment,to achieve goo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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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古至今,诸医家对“郁证”的认识与诊治处于一

直不断深化探索的过程中。《素问·六元正纪大论》
曰:“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

之。”《黄帝内经》以“五行学说”为基础,首提“五郁之

说”,开辟了郁证治疗之先河[1]。朱丹溪提出“气、血、
痰、火、湿、食”六郁,创“六郁论”,并首创专方越鞠丸。
张景岳在《景岳全书·郁证》中专篇论述了“情志三郁”
即“怒郁、思郁、忧郁”,并首次提出从虚论治郁证[2]。
郁证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郁证包括气机失

调、结滞不通所致的各类疾病,而狭义的郁证专指情志

之郁。郁证病情复杂、范围较广,包括现代医学中的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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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症、焦虑症、脑卒中后抑郁症或焦虑症、焦虑抑郁状

态、更年期综合征、神经官能症等[3],临床表现变幻多

端,诊治十分棘手。张伦忠教授是全国名老中医学术

经验继承指导老师、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鸢都学者,
擅长治疗神经内科疑难杂病等。本研究通过收集张伦

忠教授治疗中老年郁证的门诊首诊处方 122 首,运用

中医传承辅助平台进行数据统计,探析其组方规律及

用 药经验,以期为中老年郁证病人的诊治提供辨证

思路。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筛选整理 2018 年 9 月 1 日—2019 年

8 月 31 日张伦忠教授于潍坊市中医院脑病科门诊接

诊的中老年郁证病人的首诊处方 122 首,病人年龄为

(62±4)岁。
1.2 诊断标准 中医诊断标准参照中国中医药出版

社新世纪第 2 版《中医内科学》[4]中郁证的诊断要点:

①以忧郁不畅、情绪不宁、胸胁胀满疼痛等为主要临床

表现,或有易怒易哭,或有咽中如有炙脔,吞之不下,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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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出的特殊症状;②病人大多有忧愁、焦虑、悲哀、恐
惧、愤懑等情志内伤的病史,并且郁证病情的反复常与

情志因素密切相关等。

  西医诊断标准为符合现代医学中抑郁症、焦虑症、
脑卒中后抑郁症或焦虑症、焦虑抑郁状态、更年期综合

征、神经官能症等疾病的诊断标准。
1.3 纳入标准 ①参照世界卫生组织对年龄的划分

标准,纳入年龄在 45 周岁及以上的病人;②符合上述

中医及西医诊断标准的病人。
1.4 排除标准 ①不符合上述诊断标准的病人;②合

并其他系统严重疾患的病人;③智力障碍的病人;④既

往有精神分裂症、躁狂症等精神疾病或阳性家族史的

病人;⑤脑卒中后抑郁或焦虑症伴有严重的神经功能

缺损,如视听障碍、构音障碍等无法正常沟通的病人;

⑥未开具中药煎剂或中药免煎颗粒的病人。

1.5 处方的录入与核对 运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

研究所开发的“中医传承辅助平台(V2.5 版)”软件,选
择“方剂管理”选项,将收集的处方由专人逐一录入,建
立关于“中老年郁证”的处方数据库。在完成处方的录

入后,另有专人进行逐一核对,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1.6 数据分析 选择“统计报表”,通过“方剂统计”中
的“基本信息统计”进行药物归经、中医证候等统计分

析;选择“数据分析”,通过“方剂分析”中的“组方分析”
进行软件集成的数据挖掘,包括用药频次统计、组方规

律分析、熵聚类组方分析等。
2 结 果

2.1 用药频次统计 对张伦忠教授治疗中老年郁证

的 122 首处方进行“药物使用频次”统计分析,得到用

药频次≥17 次的中药共 39 味。详见表 1。

表 1 治疗中老年郁证处方中频次≥17 次的药物 单位:次

序号 药物 频次 序号 药物 频次 序号 药物 频次 序号 药物 频次

1 白芍 72 11 郁金 47 21 半夏 34 31 麦冬 21
2 生牡蛎 64 12 牡丹皮 47 22 桑叶 29 32 桂枝 21
3 茯苓 61 13 山茱萸 45 23 黑芝麻 29 33 生姜 20
4 牛膝 56 14 山药 45 24 厚朴 29 34 首乌藤 19
5 黄芩 54 15 酸枣仁 44 25 茯神 28 35 黄连 18
6 生龙骨 53 16 葛根 42 26 枸杞子 27 36 白术 18
7 香附 53 17 桑寄生 39 27 淡豆豉 25 37 木香 18
8 柴胡 51 18 合欢皮 39 28 泽泻 23 38 虎杖 17
9 当归 50 19 川芎 38 29 炙甘草 23 39 白茅根 17
10 熟地黄 49 20 栀子 36 30 黄芪 21

2.2 基于关联规则的方剂组方规律分析 设置“支持

度”为 30、“置信度”为 0.9,得到使用频次在 30 次以上

的药对组合共 52 个,其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药对为“熟

地黄-山茱萸”,出现频次为 50 次。详见表 2。网络可

视化展示见图 1。

表 2 治疗中老年郁证处方中使用频次≥30 次的药对组合 单位:次

序号   药对 频次 序号   药对 频次 序号    药对 频次

1 熟地黄、山茱萸 50 19 白芍、柴胡 36 37 柴胡、香附 33
2 熟地黄、牡丹皮 47 20 白芍、香附 36 38 熟地黄、山茱萸、山药 33
3 熟地黄、山药 46 21 葛根、白芍 36 39 熟地黄、山茱萸、桑寄生 32
4 熟地黄、桑寄生 44 22 桑寄生、茯苓 36 40 熟地黄、山茱萸、茯苓 32
5 熟地黄、茯苓 44 23 酸枣仁、合欢皮 36 41 熟地黄、山药、桑寄生 32
6 山茱萸、山药 43 24 生龙骨、生牡蛎 35 42 熟地黄、山药、茯苓 32
7 山茱萸、桑寄生 43 25 黄芩、生牡蛎 34 43 熟地黄、桑寄生、茯苓 32
8 山茱萸、茯苓 43 26 柴胡、生牡蛎 34 44 山茱萸、山药、桑寄生 32
9 牡丹皮、白芍 43 27 香附、生牡蛎 34 45 山茱萸、山药、茯苓 32
10 牡丹皮、茯苓 43 28 川芎、当归 34 46 山茱萸、桑寄生、茯苓 32
11 牛膝、白芍 42 29 黄芩、栀子 33 47 山药、桑寄生、茯苓 31
12 牛膝,茯苓 41 30 黄芩、郁金 33 48 白芍、生龙骨、生牡蛎 31
13 山药、桑寄生 40 31 黄芩、柴胡 33 49 黄芩、栀子、柴胡 31
14 山药、茯苓 40 32 黄芩、香附 33 50 黄芩、郁金、香附 31
15 白芍、生龙骨 39 33 栀子、柴胡 33 51 黄芩、柴胡、香附 31
16 白芍、生牡蛎 39 34 栀子、香附 33 52 栀子、柴胡、香附 31
17 当归、白芍 38 35 郁金、柴胡 33
18 黄芩、白芍 37 36 郁金、香附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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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药物之间关联规则的网络可视化展示

2.3 基于熵聚类的方剂组方规律分析[5-7]

2.3.1 基于改进的互信息法的药物间关联度分析 依

照本数据库中 122 首处方数量,结合设置不同参数提

供结果的预读和经验判断,设置“相关度”为 8、“惩罚

度”为 2,进行聚类分析,将关联系数在 0.06 以上的药

对按降序排列。详见表 3。
2.3.2 基于复杂系统熵聚类的药物核心组合分析 以

改进的互信息法分析结果为基础,按其约束,依照复杂

系统熵聚类方法,选择“提取组合”,演化得到核心组合

共 12 个。详见表 4。
2.3.3 基于无监督熵层次聚类的新方组合分析 在上

述核心组合基础上,通过无监督熵层次聚类算法,进一

步聚类可以得到治疗中老年郁证的新处方 6 个。新处

方网络可视化展示见图 2。新处方组合详见表 5。

表 3 治疗中老年郁证的处方药物间关联度分析

  药对 关联系数   药对 关联系数   药对 关联系数

山茱萸、狗脊 0.148 51 山茱萸、泽泻 0.084 15 茯苓、泽泻 0.069 70

山茱萸、柴胡 0.147 04 山药、狗脊 0.083 85 山茱萸、续断 0.069 41

山药、柴胡 0.147 04 半夏、枸杞子 0.083 85 栀子、郁金 0.069 41

柴胡、淡豆豉 0.144 72 栀子、酸枣仁 0.083 66 枸杞子、厚朴 0.069 33

山药、厚朴 0.130 36 山药、香附 0.083 46 栀子、延胡索 0.069 26

黄芩、香附 0.121 44 山茱萸、牡丹皮 0.083 31 山药、泽泻 0.066 82

柴胡、黑芝麻 0.117 77 桑寄生、香附 0.081 70 半夏、胆南星 0.066 23

茯苓、狗脊 0.100 84 栀子、合欢皮 0.078 98 熟地黄、淡豆豉 0.065 82

山茱萸、香附 0.099 67 柴胡、狗脊 0.078 03 桑叶、续断 0.065 36

山茱萸、厚朴 0.095 41 桑寄生、厚朴 0.075 39 黄芩、厚朴 0.064 48

桑寄生、枸杞子 0.091 38 桑叶、厚朴 0.075 37 茯苓、淡豆豉 0.064 22

桑叶、半夏 0.091 21 山茱萸、黄连 0.075 21 桑寄生、栀子 0.062 75

熟地黄、香附 0.090 94 山药、黄连 0.075 21 枸杞子、柴胡 0.062 75

半夏、橘红 0.089 99 熟地黄、牡丹皮 0.073 64 桑寄生、木香 0.062 67

茯苓、香附 0.088 28 厚朴、茯神 0.072 33 桑寄生、黄连 0.062 67

黄芩、淡豆豉 0.086 67 枸杞子、黑芝麻 0.070 80 山茱萸、枳实 0.061 53

栀子、山茱萸 0.085 28 桑叶、枸杞子 0.070 80

黄芩、狗脊 0.084 46 桑寄生、黄芩 0.070 53

表 4 基于复杂系统熵聚类的治疗中老年郁证的核心组合

序号   核心组合 序号   核心组合

1 五味子-麦冬-太子参 7 五味子-麦冬-玄参

2 麦冬-川芎-玄参 8 川芎-当归-干姜

3 姜黄-白术-黄芪 9 党参-白术-白扁豆-黄芪-桑椹

4 蝉蜕-天麻-石决明 10 天麻-石决明-藁本

5 天花粉-生地黄-金银花 11 生地黄-大黄-连翘

6 茯苓-山茱萸-山药-黄芩-黑芝麻 12 茯苓-山药-黄芩-熟地黄-黑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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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新处方组合网络可视化展示

表 5 基于无监督熵层次聚类的治疗

中老年郁证的新处方

序号     新方组合

1 五味子-麦冬-太子参-玄参

2 麦冬-川芎-玄参-当归-干姜

3 姜黄-白术-黄芪-党参-白扁豆-桑椹

4 蝉蜕-天麻-石决明-藁本

5 天花粉-生地黄-金银花-大黄-连翘

6 茯苓-山茱萸-山药-黄芩-黑芝麻-熟地黄

3 讨 论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社
会竞争和工作压力不断加大,郁证的发病愈来愈趋向

大众化,尤其以中老年人居多,其病情复杂多变,兼证

颇多,或不寐、或疼痛、或汗出、或腹胀、或疑病症状、或
生瘿瘤等,均为郁证发作的躯体表现形式。《灵枢·本

神》篇云:“愁忧者,气闭塞而不行”。《素问·举痛论》
篇曰:“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

结矣”。《巢氏病源·气病诸候·结气候》记载:“结气

病者,忧思所生也。心有所存,神有所止,气留而不行,
故结于内”,充分揭示了郁证的基本病机多为情志所

伤、气机郁结,治法大多以理气解郁、调畅气机为主。

  本研究运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软件挖掘统计张伦

忠教授治疗中老年郁证的 122 首处方,分析组方用药

规律特点。本研究所选 122 首处方中共涉及 134 味中

药,其中出现 17 次以上的中药共 39 味,且多以补益

药、理气药居多。《景岳全书·郁证》中载:“又若忧郁

病者则全属大虚,本无邪实,此其戚戚悠悠,精气但有

消索,神志不振,心脾日以耗伤,凡此之辈,皆阳消证

也,尚何邪实?”张介宾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擅
长从虚论治郁证[8],提示当用补益药以补其不足、培本

固元。本研究结果显示,122 首处方中所涉及中药归

经以“肝经”为最多,且《医碥》中记载:“百病皆生于郁,
郁而不舒则皆肝木之病矣”,充分揭示了肝脏疏泄失

职,则气机郁滞,故郁证治疗当用理气药以疏肝解郁。

  张伦忠教授善用白芍,其在药物频次统计中高达

72 次,居第 1 位。白芍柔肝止痛、平抑肝阳,李中梓

《雷公炮制药性解》记载:“白芍入肝经,主怒气伤肝,胸
腹中积聚”“白芍酸走肝,故能泻水中之火,因怒受伤之

证,得之皆愈”;配伍香附能理气解郁;配伍当归、柴胡

善治血虚肝郁;与甘草相配则能缓急止痛;与龙骨、牡
蛎同用可敛阴止汗等。生龙骨-生牡蛎为张伦忠教授

常用药对,在药对组合及单味药物使用频次中均出现

次数较多。黄元御《长沙药解》中言:“牡蛎味咸性涩,
降胆气而消痞,敛心神而止惊”“龙骨敛神魂而定惊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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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精血而收滑脱。”二者相配取其镇静安神、滋阴潜阳

之用。

  张伦忠教授重视辨证用药、对症用药,典型的郁证

病人根据其主要症状辨证可分为多种证型,如:肝气郁

结型的病人表现为情志不遂、胸闷胸痛、善太息,若横

逆犯脾则会导致腹胀纳呆、厌食、嗳气等,舌苔多薄腻,
脉弦。《黄帝内经》中有“肝气郁”与“肝气逆”之分[9]。
肝气逆者,以气病为主,为“气郁”,治疗当平肝降逆,柴
胡疏肝散主之;肝气郁者,郁在血分,为“血郁”,治疗当

疏肝解郁,逍遥散加减以治之。张伦忠教授在运用柴

胡疏肝散或逍遥散为主方同时,还常常配伍焦三仙以

健脾开胃消食。咽中有异物梗阻不适、咯吐不出,胸
闷,苔白腻,脉象弦滑等辨证为痰气郁结型,应用二陈

汤合半夏厚朴汤为主方加减。朱丹溪认为“气有余便

是火”,肝气郁结日久极易化热化火,导致“火郁”[10]。
气郁化火者有情绪暴躁易怒、胸胁胀痛、口干口苦、呕
吐吞酸、便秘、舌苔黄、脉弦数等表现,治疗当在疏肝解

郁基础上兼以泻火,丹栀逍遥散主之;虚烦不眠、心中

懊恼者,此为心火,治宜清心除烦,栀子豉汤主之等。
心烦易怒、腰酸、失眠、心悸、舌红、脉弦细数等表现则

辨证为心肾亏虚型,张伦忠教授多应用桑麻地黄汤合

天王补心丹为主方加减。若妇人有精神恍惚常欲哭、
苔薄白、脉弦细等典型表现则为心神失养型,甘麦大枣

汤主之等。此外,若以躯体形式障碍为主要临床表现

的病人,则根据其主诉,不寐者先调睡眠、疼痛者辨证

止痛等。

  张伦忠教授认为中老年人体质虚弱,形气渐衰,气
血阴阳失调,加之肝脏枢机不利,故极易罹患情志不遂

之证。中医证候统计中以肾精亏虚证为最多,其病机

多为“本虚标实,脏腑功能失调”。分析聚类得到的新

处方,得出以下结论。

  从阴阳角度论治复杂多变之郁证。清代《伤寒原

旨》云:“阴不交于阳则阳亢,阳不交于阴则阴凝”,故阳

亢者发为焦虑、阴凝者发为抑郁[11]。世物万变不离阴

阳,张介宾在《类经》中言:“阴阳者,一分为二。”郁证虽

变化多端,但以阴阳辨证为纲,从阴阳角度论治,能够

化繁为简,准确辨证[12]。正如张伦忠教授善用滋阴之

麦冬、玄参,敛阴之白芍、五味子,养阴之熟地,潜阳之

龙骨、牡蛎,平抑肝阳之天麻、石决明等,治疗当以阴阳

并调,使阴阳和谐[13],从而达到《黄帝内经》中所谓的

“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古今医统大全》记载:“郁为七情不舒,遂成郁结,
既郁之久,变病多端。”《医贯·郁病论》篇云:“寒热往

来,似疟非疟,吐酸嘈杂,胸痛怯痛,小腹胀闷,黄疸瘟

疫,疝气飧泄。”郁证除精神症状外,还包括表现各异的

躯体形式障碍,涉及全身多脏腑、多系统,证候复杂多

变[14]。正如本研究所得新处方 4 即是根据病人焦虑

的精神表现及头痛、眩晕等躯体症状,辨证属肝阳上

亢,运用“天麻钩藤饮”化裁而来,全方以平肝潜阳、通
络止痛为主。

  从补肾填精角度论治,尤善运用桑麻地黄汤。《灵
枢·经脉》篇中言:“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
《医方集解》中记载:“人之精与志皆藏于肾,肾精不足

则志气衰,不能上通于心,故迷惑善忘也。”肾为先天之

本、五脏之本,内寓元阴元阳,主骨生髓,主人体生长发

育和生殖,中老年人脏腑由盛转衰,肝气衰,天癸竭,肾
脏衰,形体皆极,脑髓失充,神明失养;肝肾精血同源,
《医方简义》中言:“总之,肝木为病,需补其母,全赖肾

水以生之涵之者也。”肾精不足则肝木失养、水不涵木,
进而导致肝经疏泄失职,发为郁证[15-16]。故中老年郁

证以肾精不足、肝肾亏损尤为常见。

  张伦忠教授善用补肾填精之法,尤善活用“桑麻地

黄汤”,本研究中药对组合以及药物之间关联度最高的

均为“桑麻地黄汤”中的组成药物,且所得新处方 6 正

是根据“桑麻地黄汤”化裁而来。桑麻地黄汤是在六味

地黄丸组方基础上加桑叶、黑芝麻而成。桑叶入肝、肺
经,既能平抑肝阳、清肝明目,又能清肺润燥。黑芝麻

既能食用,又可入药,味甘性平,《神农本草经》中言其

“主伤中虚羸,补五内,益气力,长肌肉,填髓脑”。桑叶

可增加“三泻”之功,黑芝麻能增强“三补”之力,全方以

滋肾阴、益精血。治郁之法,多以调中为要。朱丹溪指

出:“凡郁皆在中焦。”《证治汇补·郁证》中云:“治郁之

法,多以调中为要……治宜开发运动,鼓舞中州,则三

阴三阳之郁,不攻自解矣。”故应当在补肾填精基础之

上注重顾护脾胃,保脾气健运,气血生化充足,从而充

盈他脏,培补后天之本以资先天[17];且脾胃为气机升

降之枢纽,气机升降有度,从而维持脏腑功能与神志活

动的协调与平衡[18]。正如新处方 3 中黄芪、白术可益

气健脾;白扁豆味甘性微温,能健脾化湿;党参味甘性

平,具有补脾益肺之功,与白术相配可增气血双补之

力,方取“参苓白术散”之意,以顾护中焦。

  标本兼顾,多采用复方治疗。肾精不足、脾胃亏

虚,脏腑功能失调,可导致痰、瘀、火、气胶结难消,病理

产物积蓄日久又可伤阴耗气,加重肾精的亏损[19]。故

治疗应在补肾填精、培元固本基础上兼顾标实之证,标
本同治。正如新处方 5 中运用生地黄、天花粉、大黄、
连翘等清热泻火之品,与补益药相配,既能滋阴固本,
又能清实火。郁证病机错综复杂,单方治疗虽药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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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但常难以奏效,应用复方加减治疗,以群队组合应

用化裁,疗效常事半功倍[20]。
4 结 语

  张伦忠教授治疗中老年郁证善于从阴阳角度辨焦

虑与抑郁,重视肝、脾、肾三脏,治以疏肝解郁、顾护中

焦、补肾填精,多以桑麻地黄汤为基础方临证加减,采
用复方治疗,标本兼治。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处方量

较少,运用平台得出的新方组合有待于加以临床验证,
望能够为中老年郁证的临床诊治提供参考。叶天士

《临证医案指南·郁》中有云“情志之郁,病难霍然。”因
此,中老年郁证病人还需转变生活方式,加强沟通与交

流,怡情易性,以期治疗效果更佳。
参考文献:
[1] 魏景景,张立平,赵凯维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五郁”治则探微

[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8,24(9):1192-1193.
[2] 饶炼,刘煜德,张景岳 .“情志三郁”理论探析[J].中国中医基础医

学杂志,2018,24(12):1663-1664;1671.
[3] 孔競谊,周永学 .小建中汤治疗郁证的机理探讨[J].时珍国医国

药,2018,29(1):153-155.
[4] 周仲瑛 .中医内科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326.
[5] 褚雪镭,秦晓艳,彭欣 .彭欣治疗青年痤疮组方用药规律分析[J].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18,42(3):240-245.
[6] 严亚锋,刘绪银,张学文,等 .国医大师张学文教授治疗原发性高血

压病肝热血瘀证用药规律研究[J].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17,37
(11):1176-1180.

[7] 刘维,吴沅皞,赵文甲 .基于中医传承辅助平台的中药治疗系统性
红斑狼疮的组方规律配伍研究[J].时珍国医国药, 2019, 30(8):
2025-2027.

[8] 吴丹 .张介宾论治郁证思想研究[C].兰州:第十次全国中医养生康
复学术会议论文集,2012:5.

[9] 马月香,张惠云,乔明琦,等 .肝气郁、肝气逆是肝失疏泄的始发证
候[J].江西中医药,2006,37(7):13-15.

[10] 杨铠宁,杨芳 .从“肝为五脏之贼”论郁证[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
报,2019,21(10):183-186.

[11] 王庆其 .中医论郁证及郁证治疗[N].中国中医药报, 2018-03-29
(04).

[12] 夏梦幻,王庆其 .郁证中医治疗钩玄[J].上海中医药杂志,2019,53
(3):28-32.

[13] 王光泽,姚鹏宇,吕翠霞 .陶汉华治疗抑郁症[J].长春中医药大学
学报,2018,34(6):1106-1108.

[14] 李欣,王立伟,李敬伟,等 .基于抑郁、焦虑、躯体形式障碍的郁证特
质研究[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9,42(3):226-234.

[15] 宋清雅,孙龙吉,崔人匀,等 .从肾虚论治郁证[J].河南中医,2019,39
(4):499-504.

[16] 卫强,姚建平,封银曼 .中医治疗老年抑郁症研究概述[J].中医药
临床杂志,2019,31(7):1216-1219.

[17] 郭灵祥 .郁证从虚论治思路探析[J].光明中医,2018,33(11):1542-
1543.

[18] 张耀尹,于漫,赵思达,等 .从脾论治郁证证候要素理论探讨[J].辽
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9,21(10):77-80.

[19] 周虹,张伦忠,李晓凤 .填精补肾法治疗卒中后抑郁的理论探讨
[J].光明中医,2018,33(19):2808-2810.

[20] 邹云涛,张伦忠 .张伦忠教授补肾填精法治疗中老年郁证经验[J].
光明中医,2019,34(10):1498-1499;1583.

(收稿日期:2020-02-16)
(本文编辑 王丽)


(上接第 912 页)

关心爱护,帮助病人及时疏导负面情绪,恢复治疗信

心。此外,治疗满意度作为内生潜变量对抑郁有直接

的负向影响,食欲睡眠和社会支持维度均通过影响治

疗满意度间接引起抑郁,即治疗满意度越高,病人发生

抑郁的可能性越低。既往研究表明,治疗满意度与病

人治疗依从性、临床结局和健康相关的生存质量相

关[15]。提示在临床工作中应当注重评估病人治疗满

意度,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全面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从而改善病人的抑郁状态及远期结局。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合病历资料和 CHF-PRO 量

表,全面分析了 CHF 病人抑郁的影响因素,以指导临

床工作者有针对性地提出控制和改善措施,预防和减

少抑郁的发生,从而改善心力衰竭病人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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