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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氮平联合 rTMS治疗伴睡眠障碍的老年焦虑症患者的临床疗效

张　义 、 阿地拉 ·阿吉 、 佟钙玉 、 马　瑞 、 刘若楠 、 邹韶红

【摘要】目的　研究米氮平和 rTMS 联合治疗伴睡眠障碍的老年焦虑症患者的疗效。方法　选取

2014 年 9 月至 2016 年 9 月于我院医治的 98 例焦虑症并睡眠障碍老年患者，分为米氮平治疗对照组

和 rTMS、米氮平联合治疗组，每组 49 例，对比两组的 SAS 评分、PSQI 评分及多导图睡眠检测。结

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SAS 评分无统计学差异（P= 0.898）。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SA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

组（P= 0.000）。两组患者在治疗前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

日间功能障碍和 PSQI 总分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睡眠质量、入睡时

间、睡眠时间、催眠药物、日间功能障碍和 PSQI 总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两组患者在治

疗前睡眠潜伏期、REM 潜伏期、睡眠总时长、睡眠效率和夜晚睡醒次等均无统计学差异（P> 0.05）。

与对照组比较，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睡眠潜伏期显著缩短（P< 0.05）；REM 潜伏期显著缩短（P< 0.05）；

睡眠总时长显著增加（P< 0.05）；睡眠效率显著增加（P< 0.05）；夜晚睡醒次显著减少（P< 0.05）。

结论　米氮平联合 rTMS 治疗可以显著改善焦虑症伴睡眠障碍老年患者的焦虑情绪及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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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icacy of Mirtazapine Combined with rTMS in Elderly Anxiety Patients with Sleep Disorder 
　　ZHANG Yi，A DILA·Aji，TONG Gaiyu，et al. People 's Hospital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Wulu-
muqi 830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Mirtazapine combined with rTMS in elderly anxiety patients with 

sleep disorders. Methods　Ninety-eight elderly anxiety patients with sleep disorder who had received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4 and September 2016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49 cases in each group. 

Those treated with only Mirtazapine were set as control group while those given combined therapy of rTMS and Mirtazap-

ine as observation group. The SAS score，PSQI score and PSG indexe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AS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69.39±6.37 vs. 69.23±5.94，

P=0.898）. After treatment，the SAS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35.16±3.25 vs. 42.35±3.92，P=0.000）.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leep quality，sleep time，sleep 

time，sleep efficiency，sleep disorders，hypnotic drugs，daytime dysfunction and PSQI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P>0.05）. After treatment，the sleep quality，sleep time，sleep time，hypnotic drugs，daytime 

dysfunction and PSQI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sleep latency，REM latency，total sleep time，sleep ef-

ficiency and times of waked up during the night before treatment（P>0.05）. After treatment，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got a shortened sleep latency（21.14±10.21 vs.32.14±12.18 min，P<0.05）；

a decrease in REM latency（57.02±8.16 vs.66.65±9.11 min，P<0.05）；an increase in total sleep time（271.43±8.59 

vs.238.53±17.70 min，P<0.05）；an elevated sleep efficiency（72.17±10.16 vs.63.28±1.02 ％，P<0.05）；and a 

decreased times of waked up during the night（2.16±0.62 vs.4.13±0.97，P<0.05）. Conclusion　Mirtazapine com-

bined with rTMS therapy can improve the anxiety emotion and sleep quality of elderly anxiety patients with sleep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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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焦虑障碍常伴有睡眠障碍，老年人基础

疾病多，耐受性差，故单纯药物治疗老年焦虑患者

的效果并不完全让人满意。重复经颅重复磁刺激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是

一种新型神经电生理技术，目前用于治疗多种精神

疾病。本研究探讨米氮平联合 rTMS 对伴睡眠障碍的

老年焦虑症患者的效果。

1　资料及方法

1.1　病例资料 

选取 2014 年 9 月至 2016 年 9 月我院收治的 98
例焦虑症并睡眠障碍的老年患者，均知情同意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纳入标准：符合《中国精神疾病与分

类标准》［1］中焦虑症、失眠症的诊断标准。排除标

准：脑侧刺激线圈携带金属物、心脏起搏器，患有

全身性疾病、药物依赖，以及对本研究所用治疗方

式不耐受等。按医治方式不同分为两组，观察组 49
例，男女比例 25∶24，年龄 58～81 岁，平均（65.32
±6.42）岁，病程 5～12 个月，平均（7.03±2.14）

个月；对照组 49 例，男女比例 22∶27，年龄 60～82
岁，平均（70.24±4.26）岁，病程 6～14 个月，平均

（8.33±2.42）个月。两组一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差

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行米氮平（15mg*10s，国药准字 H20080101）
治疗。用药前 1 周禁服其他神经精神药物，米氮平

片 30mg/ 次，1 次 /d，共治疗 6 周。观察组在对照组

基础上予以 rTMS 技术治疗。采用经颅重复磁刺激仪

器（YRDCCY-I 型号），在大脑左侧前额叶进行刺激，

刺激频率调在 10～20Hz，80％MT 设为初始刺激强

度，再缓慢增加至 100％MT，实施 30 个治疗序列，

依序列顺序持续刺激 5s，各序列隔 40s，每次产生

1500 次刺激，维持 30min，共治疗 6 周。

1.3　观察指标与评定标准［2，3］ 

采用焦虑自评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评估焦虑状态，50～60 者为轻度焦虑，61～70
者是中度焦虑，70 以上者是重度焦虑。参照匹兹

堡睡眠指数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评估睡眠质量，共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

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日间

功能障碍等 7 个评分项目，每个项目得分为 0-3
分，总分范围 0～21 分。比较两组患者多导图睡眠

（Polysomnography，PSG）参数，包括睡眠、REM 潜

伏期、睡眠总时长、睡眠效率及夜晚睡醒次数等。

1.4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21.0 统计软件分析数据，以 χ2 检验

计数资料组间率，以 t 检验两组间比，P<0.05 为差

异具统计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焦虑评分比较 

治 疗 前 两 组 患 者 S A S 评 分 无 统 计 学 差 异

（P=0.898）。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SAS 评分显著低于

对照组（P=0.000）。

表1　焦虑评分对比（x±s，分）

类别
SAS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n =49） 69.39±6.37 35.16±3.25

对照组（n =49） 69.23±5.94 42.35±3.92

t 值 0.129 9.884

P 值 0.898 0.000

2.2　两组患者睡眠质量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

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日间功能障

碍和 PSQI 总分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

催眠药物、日间功能障碍和 PSQI 总分均显著低于对

照组（P<0.05）。

2.3　两组患者多导图睡眠检测 

两组患者治疗前睡眠潜伏期、REM 潜伏期、睡

眠总时长、睡眠效率和夜晚睡醒次等均无统计学差

异（P>0.05）。与对照组比较，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睡眠潜伏期显著缩短（P<0.05）；REM 潜伏期显著

缩短（P<0.05）；睡眠总时长显著增加（P<0.05）；睡

眠效率显著增加（P<0.05）；夜晚睡醒次显著减少

（P<0.05）。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与单纯使用米氮平相比，rTMS 联

合米氮平可以显著降低患者 SAS 评分。还发现 rTMS

联合米氮平可以显著改善患者睡眠质量、入睡时间、

睡眠时间、催眠药物、日间功能障碍等五个方面的

症状，但对睡眠效率和睡眠障碍无明显影响。但

PSQI 是一种主观评分。为客观评价 rTMS 联合米氮

平对患者睡眠质量的影响，我们同时分析了两组患

者多导图睡眠检测参数，发现 rTMS 联合米氮平与单

纯使用米氮平相比可以显著缩短睡眠潜伏期、REM

潜伏期，减少夜晚睡醒次，提高睡眠总时长和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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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P<0.05）。本结果与邓小鹏［4］研究报道结果类

似。

米氮平是抗抑郁新型二代药，对突触前α 肾上

腺素能受体、突触后 5-HT2/HT3 的阻断作用均具选

择性，可以达到阻抗焦虑、抑郁的作用［5，6］。rTMS

可以用于皮质功能重建［7］，也可以调整脑局部的血

流循环与脑代谢，还可以抑制大脑中的各种神经传

递及递质，阻碍脑区各种受体，刺激神经元兴奋性

基因表达，进而达到改善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的效

果［8］。大脑皮质左侧的前额叶背外侧区是用于调控

正性情绪，而右侧则是调控负性情绪［9］，老年焦虑

症患者左侧前额叶背外侧区功能逐渐减退，而右侧

功能逐渐增强。通过高频率 rTMS 刺激能激活患者左

侧前额叶背外侧区以改善其焦虑症状。此外，在前

额叶背外侧区行 rTMS 刺激，能间接刺激胼胝体，激

活中脑外周系统区域及纹状体，从而释放多巴胺，

促进睡眠，增强睡眠质量［10］。当米氮平和 rTMS 联合

使用可以起到增强疗效的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米氮平和 rTMS 联合使用

可以改善老年焦虑患者的焦虑情绪和睡眠障碍。但

本研究样本量相对较小，所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

验证我们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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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睡眠质量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睡眠质量 入睡时间 睡眠时间 睡眠效率 睡眠障碍 催眠药物 日间功能障碍 PSQI总分

观察组
（n =49）

治疗前 1.95±0.33 2.15±0.29 2.16±0.31 2.47±0.28 2.32±0.37 2.18±0.19 2.22±0.47 15.45±1.37

治疗后 0.92±0.12ab 0.76±0.18ab 0.72±0.21ab 0.92±0.19a 1.04±0.24a 1.08±0.31ab 0.88±0.21ab 6.32±0.81ab

对照组
（n =49）

治疗前 1.98±0.28 2.17±0.22 2.11±0.28 2.41±0.32 2.36±0.38 2.22±0.18 2.30±0.44 15.55±1.42

治疗后 1.21±0.31 a 0.98±0.21 a 0.88±0.18 a 0.99±0.19 a 1.09±0.25 a 1.23±0.41 a 0.99±0.28 a 7.37±0.92 a

注：a代表组内对比P<0.05；b代表组间对比P<0.05。

表3　多导图睡眠检测参数对比（x±s）

组别 时间 睡眠潜伏期（min） REM潜伏期（min） 睡眠总时长（min） 睡眠效率（％） 夜晚睡醒次（次）

观察组（n =49） 治疗前 49.67±18.26 94.28±15.62 285.37±3.27 61.18±10.34 6.94±1.03

治疗后 21.14±10.21ab 57.02±8.16ab 271.43±8.59ab 72.17±10.16ab 2.16±0.62ab

对照组（n =49） 治疗前 48.53±16.35 92.33±14.78 289.95±33.58 63.49±1.65 6.87±1.26

治疗后 32.14±12.18a 66.65±9.11a 238.53±17.70a 63.28±1.02 4.13±0.97a

注：a代表组内对比P<0.05；b代表组间对比P<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