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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罗西汀联合度洛西汀对于抑郁伴躯体化障碍患者的临床效果

刘　燕 1 、 袁训初 2 、 朱宏伟 1 、 张振毅 1

【摘要】目的　探讨帕罗西汀联合度洛西汀治疗抑郁伴躯体化障碍患者的疗效。方法　采用症状

自评量表（SCL-90）和 Zung 抑郁自评量表（SDS）筛选出抑郁伴躯体化障碍的患者 30 例，随机分为

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15 例，分别给予口服帕罗西汀 + 度洛西汀和口服度洛西汀治疗，4 周为一

个疗程。在治疗前及治疗 4 周末测量患者的 SCL-9 和 SDS 评分。结果　① 治疗前，两组的 SCL-9 和

SDS 评分无明显差异（P> 0.05）；②治疗 4 周后，治疗组的 SDS 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治疗组经过治疗后的 SDS 评分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③ 治疗 4 周后，

治疗组的 SCL-9 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在治疗 4 周后 SCL-9 评分均低

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帕罗西汀联合度洛西汀可改善抑郁伴躯体化障碍，

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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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ect of paroxetine combined with duloxetine on depression patients with somatization disorders
　 LIU Yan，YUAN Xunchu，ZHU Hongwei，et al. Bao shan district mental health center in Shanghai，Shanghai 
201999，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paroxetine combined with duloxetine in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patients with somatization disorder. Methods　Thirty depression patients with somatosensory disorder 

were enroll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n = 15）and control group（n = 15），given oral paroxetine + 

duloxetine and oral duloxetine treatment respectively. The duration of treatment was 4 weeks. The SCL-9 and Zung De-

pression Self-Rating Scale（SDS）were used in all subjects before and after 4 weeks of treatment.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cores of SCL-9 and SD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P>  0.05）. ② After 4 

weeks of treatment，the SDS score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3）
After treatment for 4 weeks，the SCL-9 scor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

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The scores 

of SCL-9 in the two groups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P<0.05）. Conclusion　Paroxetine combined with 

duloxetine can improve the patients’ depression and somatization symptoms.

【Key words】 Paroxetine；Duloxetine；Depression；Somatization disorder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发病率不断升

高［1］。躯体化障碍，又称为 Briquer 综合症，以患者

反复述说经常变化的身体不适和疼痛为主要临床表

现，但是不能用身体的实质性病变来解释患者的症

状，如胸前区疼痛、心悸、便秘、疼痛等。抑郁症

常常与躯体化障碍伴发，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据研究报道，抑郁症伴发躯体化障碍的治疗效果较

差，有高达 82％的患者对治疗不满意［2］。我院自

2011 年以来采用帕罗西汀联合度洛西汀治疗抑郁伴

躯体化障碍，取得了一定的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为 2011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在我院精神科住

院的躯体化障碍患者 117 例。其中 Zung 抑郁自评量

表（SDS）评分 >53 分者共 30 例（25.6％）。入选标

准：① 符合 SDS 关于抑郁症的诊断标准，即 SDS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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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53 分；②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

第 3 版（CCMD-3）中有关躯体化障碍的诊断标准［3］；

③ 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SL-90）中

躯体化因子≥ 3 分；④年龄 45～70 岁；排除标准：① 

心脏、大脑、肾脏疾病和内分泌系统疾病；② 符合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3 版）》中有关精

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精神障碍、酒精药物依赖史

的诊断标准的患者；③ 对帕罗西汀或者度洛西汀过

敏的患者。该研究得到了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批

准。获得了所有受试者的书面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分组　将 30 例抑郁症伴发躯体化障碍的

患者随机分到治疗组（帕罗西汀 + 度洛西汀）和对照

组（帕罗西汀），4 周为一个疗程。治疗组共 15 例，

其中男性 7 例，女性 8 例，平均年龄（57.7± 5.7）岁，

病程平均（15.7± 5.1）年。对照组共 15 例，其中男

性 8 例，女性 7 例，平均年龄（55.7± 5.5）岁，病程

平均（13.5± 4.7）年。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

程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具有

可比性。

1.2.2　调查工具　Zung 抑郁自评量表（SDS）

是含有 20 个项目，分为 4 级评分的自评量表，原型

是 Zung 抑郁量表（1965）。其特点是使用简便，并

能相当直观地反映抑郁患者的主观感受。轻度抑

郁：53～62 分；中度抑郁：63～72 分；重度抑郁：>72
分［4］。 SCL-90 是当前使用最为广泛的精神障碍和心

理疾病检查量表。其中，有关躯体化障碍的有 12 项。

1.2.3　治疗方案　两组均给予盐酸帕罗西汀片

（批准文号：H10950043），起始剂量为 10 mg，逐渐

增加到 20～40 mg / d，治疗组加用盐酸度洛西汀肠

溶胶囊（批准文号：H20110320），起始剂量为 60 mg，

逐渐增加到 120 mg / d。；疗程共 4 周。受试者禁止

服用其他抗精神病药物、镇静剂等药物。治疗前后

的 SDS 评分和 SCL-90 评分由 2 名精神科副主任医师

测定。 

1.2.4　临床疗效评定　抑郁临床疗效判定标准：

以治疗后的 SDS 和 SCL-90 的减分率为指标，减分

率＝（治疗前分数 - 治疗后分数）/ 治疗前分数 × 

100％ 。分为临床痊愈（减分率 ﹥ 75％）、显著进步

（减分率 50％～75％）、进步（减分率 25％ ～50％）、

无效（减分率≤ 25％）。 

1.3　统计方法 

采用 IBM SPSS 17.0 进行统计学分析。对于计量

资料组内、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对于计数资料，

组内、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所有统计检验均为双

侧检验，以 P<  0.05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抑郁症状临床疗效的比较 

治疗组的 15 位患者中临床痊愈 9 例，显著进步

3 例，进步 2 例，无效 1 例，有效率 93.3％；对照组

的 15 位患者中临床痊愈 4 例，显著进步 1 例，进步

1 例，无效 9 例，有效率 40.0％。 治疗组的有效率明

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10.157，P<0.05）。 
表1　两组抑郁症状临床疗效的比较

组别 临床痊愈 显著进步 进步 无效 有效率

治疗组 9 3 2 1 93.3％

对照组 4 1 1 9 40.0％

2.2　治疗前后两组 SDS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的 SDS 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

经过 4 周的治疗后，治疗组的 SDS 评分明显低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在治疗

4 周后 的 SDS 评分明显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而对照组在治疗前后的 SDS 评分无

明显差异（P>  0.05），见表 2。
表2　治疗前后两组SDS评分比较

组别
SDS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n=15） 60.47±7.55 32.57±5.57*#

对照组（n=15） 59.17±9.77 37.57±9.17

注 ：*与对照组相比较，P<0 .05；#与治疗前相比较，

P<0.05。

2.3　两组治疗前后 SCL-90 躯体化因子评分的

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SCL-90 躯体化因子评分比

较，无明显差异（P 均 ﹥0.05）。治疗 4 周后，治疗

组的 SCL-90 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另外，两组患者的 SCL-90 评分均有所下

降，与治疗前相比较，两组的 SCL-90 评分明显低于

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 ﹤0.05），见表 3。
表3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的SCL-90评分比较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n=15） 3.17±0.75. 2.13±0.07*#

对照组（n=15） 3.70±0.97 2.91±0.60#

注：*与对照组相比较，P<0.05；#与治疗前相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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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的比较 

两组患者的主要药物不良反应表现为口干、恶

心、呕吐、便秘。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恶心、

呕吐的发生率和不良反应的总发生率与对照组无明

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均 > 0.05），见表 4。
表4　2组患者的不良反应比较（X±s）

治疗组（n=15） 对照组（n=15）

口干［n（％）］ 3（20.0） 3（20.0）

恶心［n（％）］ 5（33.3） 4（26.7）

呕吐［n（％）］ 4（26.7） 3（20.0）

便秘［n（％）］ 9（60.0） 8（53.3）

3　讨论 
抑郁症不仅仅是情绪出现异常，还常常涉及到

躯体的不适［5］。在临床上，躯体化障碍的表现形式

是多种多样的，其以不断变化的身体症状为主要临

床表现，症状可以涉及到身体的任何系统和器官，

而且经常出现反复和经常改变［6，7］。抑郁症伴发躯

体化障碍，使得心理和生理症状互为因果关系，从

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

量。目前临床上治疗躯体化障碍多为新型抗抑郁药

物［8-10］。但是，躯体化障碍的患者经常有持续存在的

躯体先占观念，因此治疗难度较大。

度洛西汀通过对于双重抑制神经递质 5 - 羟色

胺（5-HT）和去甲肾上腺素（NE）的再摄取，来提

高中枢神经系统内神经突触间神经递质局部浓度，

从而改善中枢神经系统的活性，起到抗抑郁和焦虑

的临床效果，具有疗效好、副作用小等优点。但由

于其镇静作用的不足，起效慢，很难满意患者及家

属急于治愈的强烈愿意，从而影响了治疗依从性和

治疗效果。帕罗西汀为选择性的 5 - 羟色胺（5-HT）

再摄取抑制剂，可以使神经突触间局部的 5-HT 浓

度升高，为一种在临床上广泛使用的抗焦虑抑郁药

物，对于调节情绪，改善睡眠等可以迅速发挥疗

效［11，12］。

本研究结果显示，度洛西汀联用帕罗西汀治疗

4 周后，治疗组的 SD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治疗后的 SDS 评分

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4

周后，治疗组的 SCL-9 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两组在治疗 4 周后 SCL-9 评分

均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另外，

这两种药物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良反应，比如口干、

恶心、呕吐、便秘等。本研究结果发现治疗组恶心、

呕吐的发生率和不良反应的总发生率均与对照组无

明显差异。

综上所述，对于抑郁症伴躯体化障碍的患者，

度洛西汀联用帕罗西汀优于单独使用帕罗西汀。必

须指出，本研究只是初步研究，样本量小，观察时

间短，所得出的结论只是为临床工作提供一种参考，

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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