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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氮平结合潘立酮治疗高血压合并抑郁焦虑症患者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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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米氮平与潘立酮联合治疗对高血压合并抑郁焦虑症患者尿蛋白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到 2016 年 1 月于我院就诊的高血压合并抑郁焦虑症患者 180 例，将患者按照

入院编号，随机分为三组，A、B、C 三组各 60 例患者，A 组患者采用米氮平 30mg，1/ 次天治疗；B

组患者采用潘立酮 150mg，1/ 次天治疗；C 组患者采用联合治疗法，疗程均为 2 周，治疗后观察三组

患者尿蛋白肾功改善情况及降压效果。结果　C 组患者在接受治疗后，平均尿微量白蛋白含量（19.86

±5.1mmol.L-1）vs.（38.5±5.0 mmol.L-1）、（37.6±5.0 mmol.L-1），β2- 微球蛋白含量（0.50±1.5mg/L）

vs.（0.85±1.0mg/L）、（0.73±1.5mg/L）和平均血压值（115.6±10.5mmHg）vs.（130.2±12.2 mmHg）、

（135.5±10.5mmHg）均低于 A 组患者和 B 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 05）。结论　米氮

平结合潘立酮治疗高血压合并抑郁焦虑症能有效改善患者的尿蛋白含量及血压状态，获得理想治疗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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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ect of Mitrazapine combined with paliperidone in treatment of hypertensive patients with de-
pression anxiety　 ZHANG Jinru，WANG Wei，JIAO Jie，et al. Shenmu Hospital，Shaanxi Province，Yulin  719300，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mirtazapine with paliperidone in treatment of protein nuria in 

hypertensiv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Methods 180 consecutive hypertensiv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were recruited from July2014 to January 2016 in our hospital，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different 

subgroups：A group receivedmitrazapine drug；B group received paliperidone drug；C group received therapy combined 

with mirtazapine and paliperidone drug.2 weeks after treatment，compared the urinary protein of three groups of hy-

pertensive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nd improve the evaluation.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mean levels 

of urine trace  albumin（19.86±5.1mmol.L-1）vs.（38.5±5.0mmol.L-1），（37.6±5.0mmol.L-1），β2-microglobulin

（0.50±1.5mg/L）vs.（0.85±1.0mg/L），（0.73±1.5mg/L）and pressure value（115.6±10.5mmHg）vs.（130.2±12.2 

mmHg），（135.5±10.5mmHg）in the Group C，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A group and the B group，the differ-

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Mirtazapine combination of paliperidone in treatment of hy-

pertensiv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disorder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urinary protein degree，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in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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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较多高血压合并抑郁焦虑症患者存在靶

器官损害，靶器官损害直接影响患者后期康复和预

后质量［1］，中国高血压合并抑郁焦虑症患者微量蛋

白尿检出分析研究显示，随着血压水平升高，尿白

蛋白排出增加，我国原发性高血压合并抑郁焦虑症

患者中，白蛋白尿总检出率 28.8％，提示临床相当

多高血压合并抑郁焦虑症患者存在微量蛋白尿，为

提高患者降压治疗效果，控制患者血压是最为关键

环节，只有血压达标患者靶器官损害才能减轻。通

过临床实践不断研究，发现很多新药物能用于高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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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合并抑郁焦虑症患者保护靶器官治疗［2-3］。在降压

治疗同时减少微量蛋白尿药物中首推 ACEI/ 潘立酮，

目前临床上较多使用降压药物如潘立酮和米氮平以

及福辛普利钠片等，这些药物都具有不同功效［4-5］。

本研究主要目的探讨米氮平与潘立酮联合治疗对高

血压合并抑郁焦虑症患者尿蛋白影响，选取 2014 年

1 月到 2016 年 1 月于我院就诊高血压合并抑郁焦虑

症患者 180 例，作为研究对象，患者在接受联合药

物治疗之后，取得满意效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4 年 1 月～2016 年 1 月我院接受治疗高

血压合并抑郁焦虑症患者 180 例为研究对象，临床

症状主要表现为：血压不稳、头晕脑涨等。将患者随

机分为三组，A、B、C 三组各 60 例，A 组中男 36 例，

女 24 例，患者年龄 40～75 岁，平均年龄（58.2±8.5）
岁；B 组中男 32 例，女 28 例，年龄 46～73 岁，平

均年龄（59.5±9.0）岁；C 组中男 30 例，女 30 例，

患者年龄为 55～76 岁，平均年龄为（60.3±6.0）

岁，患者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对上均无显著差异

（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A 组 60 患者采取米氮平治疗，30mg/ 次，1 次

/ 天；B 组 60 例患者给予潘立酮治疗，150mg/ 次，1
次 / 天；C 组 60 例患者采用上述两种药物治疗，使用

剂量相同，观察患者治疗后尿蛋白指标改善情况。

1.3　观察指标

观察患者接受药物 2 周治疗后，比较治疗前后

三组患者的尿微量白蛋白、β2- 微球蛋白以及血压

改善情况，以及对三组患者的尿微量白蛋白、β2-

微球蛋白和血压改善情况的评价。同时统计分析患

者一般资料等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对上述三组患者各项记录数据进行分类和汇总

处理，采取统计学软件 SPSS19.0 对上述汇总数据进

行分析和处理，计数资料采取率（％）表示，组间率

对比采取 χ2 检验；对比以 P<0.05 为有显著性差异

和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三组患者一般资料统计情况

三组患者一般资料统计分析无明显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详细见下表 1。
表1　三组患者一般资料统计情况

组别 例数 男/女 平均年龄 平均病程

高血压合并抑郁
焦虑症分级

Ⅰ Ⅱ Ⅲ

A组 60 36/24 58.2±8.5 4.0±1.2 20 15 25

B组 60 32/28 59.5±9.0 5.5±2.0 18 17 25

C组 60 30/30 60.3±6.0 5.0±1.5 22 16 26

F 值 -- -- 0. 132 0.126 --

χ2 -- 0.231 -- -- 0.134

P -- ＞0.05 ＞0.05 ＞0.05 >0.05

2.2　患者治疗前后尿蛋白指标变化情况统计

比较三组患者治疗前后尿蛋白，血压指标情

况，C 组患者治疗后平均尿微量白蛋白含量、β2-

微球蛋白含量和平均血压值为 19.86±5.1mmol.L-1，

0.50±1.5mg/L 和 115.6±10.5mmHg，明显低于 A 组

患者治疗后平均尿微量白蛋白含量、β2- 微球蛋白

含量和平均血压值 38.5±5.0 mmol.L-1，0.85±1.0mg/

L 和 130.2±12.2 mmHg 和 B 组患者治疗后平均尿微

量白蛋白含量、β2- 微球蛋白含量和平均血压值 37.6
±5.0 mmol.L-1，0.73±1.5mg/L 和 135.5±10.5mmHg，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 05）。详见表 2。

表2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尿蛋白、血压指标均数和标准差比较

组别 例数
尿微量白蛋白（mmol.L-1） β2-微球蛋白（mg/L） 血压值（mmHg）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A组 60 40.0±4.4 38.5±5.0* 7.62±2.5 0.85±1.0* 165.6±10.5 130.2±12.2*

B组 60 41.0±3.6 37.6±5.0* 8.86±2.0 0.73±1.5* 160.5±11.0 135.5±10.5*

C组 60 40.2±5.0 19.86±5.1& 8.90±2.5 0.50±1.5& 165.6±12.0 115.6±10.5&

注：A，B，C三组治疗前后比较，&P<0. 05，与C组比较，*P<0. 05。

3　讨论

高血压合并抑郁焦虑症患者在临床上主要表现

是患者血压波动，长期血压控制不佳，易造成靶器

官损害，进而引发心肌梗死、脑卒中等严重威胁患

者生命疾病［6-7］。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当

高血压合并抑郁焦虑症患者疾病不断加深，采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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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药物治疗已无法控制患者血压、尿蛋白等方面指

标［8-9］。由于高血压合并抑郁焦虑症主要治疗目标是

保护患者心、脑等重要靶器官，纠正代谢紊乱等症

状［10］，经临床研究发现联合治疗方法效果更佳。

本次研究中采取米氮平是中枢突触前膜α2 受

体拮抗剂，可以增强肾上腺素能神经传导。它同时

阻断中枢 5-HT2 和 5-HT3 受体：米氮平的二种旋光

对映体都具有抗抑郁活性，左旋体阻断α2 和 5-HT2
受体，右旋体阻断 5-HT3 受体。米氮平抗组织胺受

体（H1）特性起着镇静作用，高血压合并抑郁焦虑

症患者服用后，能明显扩张患者血管，控制血压，

降低患者尿蛋白含量［11］。米氮平是通过减少钙离子

经过钙通道进入细胞而降低小动脉平滑肌张力，其

独特控释机制使药物匀速释放，能够全天保持稳定

血药浓度，T/ P 比率接近 100％，24 h 平稳降压。特

别是对 ISH 更有效，已被众多大型临床试验证实［12］。

循证医学证据表明，ACEI/ 潘立酮在降压同时

有显著心、肾保护作用，在本次研究中，B 组患者

虽然使用潘立酮治疗，但血压控制劣于 C 组，这可

能是造成尿蛋白控制劣于 C 组原因，C 组患者在使

用两种药物降压治疗后血压得到明显控制，尿蛋白

有显著改变，尿蛋白含量明显下降，表明联合降压

药物控制血压治疗是关键，在血压得到控制基础上

部分药物由于其自身特殊作用机理可以对靶器官加

以保护，进而改善患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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