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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氮平联合常规抗心衰药物对慢性心力衰竭伴抑郁患者的疗效

冯　静 、 张鹤凤 、 王　岩 、 王亦磊 、 王　彤

【摘要】目的　探讨米氮平联合常规抗心衰药物治疗慢性心力衰竭伴抑郁患者的疗效。方法　选

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4 月我院收治的慢性心力衰竭合并抑郁的患者 120 例，随机分成试验组组及

对照组，对照组患者采用慢性心力衰竭常规药物治疗，试验组患者采用慢性心力衰竭常规药物治疗

联合米氮平 15~30mg/d 治疗。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HAMD）分及心功能。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 HAMD 评分及新功能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与治疗前相

比，两组患者治疗后 30d、90d、180d、300dHAMD 评分均降低（P< 0.05）；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治

疗后 30d、90d、180d、300dHAMD 评分更低、评分差率更高，（P< 0.05）。与治疗前相比，两组患者

治疗后左室射血分数及左室短轴缩短率均升高，6min 步行试验距离延长，心率降低（P< 0.05）；与对

照组相比，实验组上述心功能指标更优（P< 0.05）。结论　米氮平联合常规抗心衰药物治疗慢性心

力衰竭伴抑郁患者的疗效更佳，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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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of mirtazapine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anti heart failure drugson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and depression　 FENG Jing，ZHANG Hefeng，WANG Yan，et al. The First Hospital of Yulinin Shaanxi 
Province，Yulin 719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icacy of mirtazapine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anti heart failure drugs 

o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and depression. Method　12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and de-

press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4 to April 2015 were selected and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60 cases for each.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by conventional anti heart failure drugs therapy 

for chronic heart failure while patients in experimentalgroupwere treated bymirtazapine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anti 

heart failure drugs. The scores of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and cardiac function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and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s. Result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ofHAMD scores 

and cardiac function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s（P>0.05）.30d，90d，180d and 300d aftermedicine 

therapy，compared with before it，the scores of HAMD were much lower in the both two groups，all the differences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s（P<0.05）.Whil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scores of HAMD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and the score difference rate was bigger，all the differences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s（P<0.05）. 

After medicine treatments，the The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and left ventricular shortening rate increased，6min 

walk test distance was prolonged andthe heart rate decreased in both of the two groups，and all the differences men-

tioned above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s（P<0.05）；meanwhile，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indexes of 

cardiac fun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group were much better（P<0.05）. Conclusion　The efficacy of mirtazapine com-

bined with conventional anti heart failure drugs o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and depression is more effective 

and it is worthy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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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力衰竭（chronic heart failure，CHF）为

临床上常见的疾病，为各种器质性心脏病的终末阶

段［1］。慢性心力衰竭具有病情反复发作、病程长的

特点，需长期服药，严重降低了生命质量［2］，部分

患者合并抑郁症，尤其常见于老年患者，可降低患

者的依从性，导致治疗不规范，使病死率增高［3］。

本研究，通过对比米氮平联合常规抗心衰药物治疗

慢性心力衰竭伴抑郁患者的疗效，为临床上更好治

疗慢性心力衰竭伴抑郁患者提供临床依据。

1　资料及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我院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4 月我院收治的慢性心力衰竭合并抑

郁的患者 120 例，所有患者心功能分级为Ⅱ ~ Ⅳ级、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24 项）评分≥ 20 分［4］，

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病情严重不能交

谈者、阿尔兹海默病及既往精神病史的患者。将 120
例患者随机分成试验组及对照组，每组各 60 例。两

组患者的年龄、性别、心衰病因、纽约心功能分级、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n，％］

一般资料 试验组 对照组 t /χ2 P

例数 60 60

年龄（x±S，岁） 71.4±5.8 72.5±6.4 0.987 0.326

男性 34（56.7％） 31（51.7％） 0.302 0.583

心衰病因 高血压性心脏病 11（18.3％） 9（15.0％）

0.505 0.777风湿性心脏病 14（23.3％） 17（28.3％）

冠心病 35（58.4％） 34（56.7％）

纽约心功
能分级

Ⅱ级 19（31.7％） 22（36.7％）

0.549 0.760Ⅲ级 30（50.0％） 26（43.3％）

Ⅳ级 11（18.3％） 12（20.0％）

HAMD评分（x±s，分） 29.4±2.5 30.1±2.6 1.503 0.135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慢性心力衰竭常规药物（血管

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利尿剂、强心药物、醛固酮

拮抗剂、β- 受体阻滞剂等）治疗。试验组在对照组

基础上加以米氮平治疗，给药起始浓度为 15mgQn，

根据病情需要可逐渐加量至 30mg Qn。两组患者的

治疗疗程均为 300d。

1.3　评价指标

心功能评定指标：左室射血分数、左室短轴缩

短、6min 步行试验、心率。分别在治疗前及治疗后

300d 进行评估。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及评分差率：分别于治

疗前及治疗后 30d、90d、180d、300d 进行评定 1 次，

（治疗前评分 - 治疗后评分）/ 治疗前评分 ×100％=

评分差率。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数资

料以（n，％）表示，比较使用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

（x±s）的形式表示，采用 t 检验。以 P<0.05 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HAMD 评分及评分差率

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 HAMD 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与治疗前相比，试验组与对

照组患者治疗后 30d、90d、180d、300dHAMD 评分

均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相

比，试验平组治疗后 30d、90d、180d、300dHAMD

评 分 更 低 、 评 分 差 率 更 高 ，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HAMD评分及评分差率比较

组别 时间点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

（x±s，分）
评分差率
（n，％）

试验组
（n=60）

治疗前 29.4±2.5 -

治疗后30d 21.5±2.3*# 25.5±3.3#

治疗后90d 21.1±2.2*# 27.4±2.8#

治疗后180d 19.1±2.0*# 34.3±4.7#

治疗后300d 14.5±1.8*# 46.2±6.3#

对照组
（n=60）

治疗前 30.1±2.6 -

治疗后30d 24.5±2.3* 21.5±3.2

治疗后90d 24.2±2.4* 21.8±2.6

治疗后180d 24.6±2.1* 21.2±2.9

治疗后300d 23.9±2.6* 23.6±3.1

注：与治疗前相比，*P<0.05；与对照组相比，#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功能指标比较

治疗前两组在左室射血分数、左室短轴缩短率、

6min 步行试验、心率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两组患者左室射

血分数及左室短轴缩短率均升高，6min 步行试验距

离延长，心率减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治疗后左室射血分数及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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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轴缩短率更高，6min 步行试验距离更长，心率更 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功能指标比较

心功能指标
米氮平组（n=60） 对照组（n=60）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左室射血分数（n，％） 31.2±12.5 41.6±11.6*# 30.2±11.8 35.2±10.4*

左室短轴缩短率（n，％） 22.7±2.3 28.3±2.9*# 22.4±2.1 24.2±1.9*

6min步行试验（x±s，m） 338.7±56.9 498.5±63.3*# 330.4±55.3 426.4±60.5*

心率（x±s，次/min） 102.2±13.5 74.1±11.3*# 105.1±12.4 82.1±12.5*

注：与治疗前相比，*P<0.05；与对照组相比，#P<0.05

3　讨论

慢性心力衰竭为心血管系统常见的疾病之一，

多发于老年患者［5］。慢性心力衰竭病情反复，再入

院率高，患者活动受限，给患者及患者家属带来巨

大的人力及经济负担，也给患者带来巨大的心理负

担［6］；另外，由于部分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药物如β-

受体阻滞剂、洋地黄等具有神经系统不良反应，加

之患者高龄脑功能减退，故而会更加重患者的负性

心理情绪，因此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问题，因而

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合并抑郁问题的比例较高［7］。慢

性心力衰竭和抑郁症两者互相影响，抑郁症患者因

存在交感 - 肾上腺系统兴奋等生物学特性从而导致

动脉痉挛，加重心肌缺血，恶化慢性心力衰竭的病

情；而慢性心力衰竭作为应激源，可导致抑郁症的出

现及病情加重［8］。因此，慢性心力衰竭伴抑郁患者

病情进展较快，预后较差。

心力衰竭的诱因之一为抑郁症，患者情绪可兴

奋交感神经，促进儿茶酚胺的释放，导致水钠潴留

及外周血管收缩，外周血管阻力升高，加重患者的

心脏前后负担，使左心收缩功能进一步下降；另外，

儿茶酚胺过多时可直接作用于心肌，对心肌起毒性

作用并导致心肌细胞死亡，参与心肌重构过程，导

致心功能不全进一步加重［9］。抑郁情绪是慢性心力

衰竭预后差的危险因素之一，可增加慢性心力衰竭

患者的病死率及再入院率［10］。抑郁时的应激状态下

明显增高了血小板内的 Ca2= 浓度，活化蛋白激酶，

促进血栓形成，加重心肌缺血［11］；抑郁可使交感神经

系统功能及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皮质轴过度激活，

增加患者心脏性死亡及心律失常的发生率；另外，抑

郁可通过综合社会、心理及生物效应影响心血管功

能，比如患者动脉粥样硬化的加剧、血压升高及活

动减少等，均可促进冠状动脉不良事件的发生［12］。

慢性心力衰竭伴抑郁患者常免疫功能低下，容易发

生感染，从而加重心力衰竭病情。

米氮平为一类突触前 A2 受体拮抗剂，主要作用

于中枢系统，与 5- 羟色胺受体结合调节 5- 羟色胺

的功能，具有增强肾上腺素能的神经传导；米氮平

具有镇静作用，其作用机制为特异性拮抗组胺受体，

可缓解患者的抑郁情绪。本研究中，与治疗前相比，

加用了米氮平合并治疗的试验组与对照组患者在治

疗后 30d、90d、180d、300d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

均降低；且实验组的 HAMD 上述时间点评分与对照

组相比更低，且评分差率更高（P<0.05）。与治疗前

相比，试验组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后左室射血分数及

左室短轴缩短率均升高，6min 步行试验距离延长，

心率减慢（P<0.05）；且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治疗

后左室射血分数及左室短轴缩短率更高，6min 步行

试验距离更长，心率更慢（P<0.05）。上述研究结

果表明常规抗心衰药物合并米氮平能够更明显改善

合并抑郁症状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不良情绪，减

轻患者社会、心理及生物效应对心血管的不良影响，

改善患者心肌缺血，降低患者心脏性死亡率及心律

失常的发生率，提高患者的心功能，改善了患者的

预后。米氮平抗胆碱能作用微小，具有较高的耐受

性，并能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有利于患者生活质

量的提高。

综上所述，米氮平联合常规抗心衰药物治疗慢

性心力衰竭伴抑郁患者的疗效更佳，可明显改善患

者的抑郁状态及心力衰竭病情，可在临床中推广和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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