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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螺环酮与文拉法辛在广泛性焦虑症患者中的血药浓度及疗效的比较

马建英 1 、 杜　瑾 1 、 张婷婷 2 、 张晨曦 1

【摘要】目的　探讨丁螺环酮与文拉法辛在广泛性焦虑症患者中的血药浓度及疗效对比。方法　

研究选取 2013 年 6 月～2016 年 6 月期间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100 例广泛性焦虑症患者作为对象。随

机将患者分为丁螺环酮组、文拉法辛组。比较两组患者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

郁量表（HAMD）及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血药浓度与治疗效果间的关系，有效率及不良反

应。结果　两组患者经药物治疗后 HAMA、HAMD 及 SAS 评分均有下降（P< 0.05）；文拉法辛组患者

HAMA、HAMD 及 SAS 评分均低于丁螺环酮组（P< 0.05）。两组患者治疗后精神性焦虑及躯体性焦虑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降低（P< 0.05）；文拉法辛组患者治疗后精神性和躯体性焦虑评分均明显低于丁螺

环酮组（P< 0.05）。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和血药浓度均无明显相关性，且不良反应发生率无明显差

异（P> 0.05）。结论　文拉法辛与丁螺环酮治疗广泛性焦虑症均有较好的治疗效果，不良反应较低，

但是文拉法辛抗焦虑治疗的效果优于丁螺环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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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plasma concentration and efficacy of buspirone and venlafaxine in patients with general-
ized anxiety disorder 　MA Jianying，DU Jin，ZHANG Tingting. et al.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Lianyungang 
Convalescent Hospital，Lianyungang 222003，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comparison of plasma concentration and efficacy of buspirone and venlafaxine in patients 

with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Methods From June 2013 to June 2016，100 cases of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for this research. Then all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Buspirone group and Venlafaxine group 

random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ores of two groups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drug，also the therapeutic effec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HAMA，HAMD and SAS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both decreased 

after treatment（P<0.05）. The scores of HAMA，HAMD and SAS were lower in the venlafaxine group than those in 

the buspirone group after treatment（P<0.05）. The anxiety and somatic anxiety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after 

treatment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P<0.05）；And the mental anxiety score，somatic anxiety score in 

venlafaxine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buspirone group（P<0.05）. There was no sig-

nificant difference in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erapeutic effect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drug in both groups（P>0.05）. Conclusion Venlafaxine and buspirone 

in the treatment of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both have a goodtherapeutic effect，also the adverse reactions are both 

lower，but the effect of venlafaxine is better than that of buspir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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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性焦虑症为临床常见的一类神经症，以精

神性焦虑和躯体性焦虑症状为主要表现，患病率高，

慢性病程，复发率高［1，2］。该疾病不仅影响患者的心

理健康、社会功能及生活质量，同时给家庭及社会

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3］。本文将探讨丁螺环酮与文

拉法辛在广泛性焦虑症患者中的血药浓度及疗效对

比，旨在比较丁螺环酮及文拉法辛治疗广泛性焦虑

症的疗效及安全性，为医师治疗提供临床证据。具

体报道如下。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经过我院道德伦理委员会审批，详细告知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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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家属详细治疗方案，并获得患者及家属知情同

意，签订知情同意书。纳入标准：（1）符合中国精

神障碍分类及诊断标准第 3 版（CCMD-3）中关于广

泛焦虑症诊断标准；（2）为首次发病且近两周内未

服用抗抑郁焦虑类药物。排除标准：（1）有严重的

肝、肾及消化道等疾病；（2）3 个月内有药物或酒

精依赖；（3）有其他精神障碍病史。根据以上标准，

选取 2013 年 6 月～2016 年 6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100 例广泛性焦虑症患者作为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

格法分为丁螺环酮组、文拉法辛组，每组各 50 例。

其中丁螺环酮组男性 21 例，女性 29 例，平均年龄

（41.32±4.87）岁；文拉法辛组男性 23 例，女性 27
例，平均年龄（42.11±5.15）岁。两组患者的性别、

年龄、病程、受教育年限及发病情况等一般情况比

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对比性。

1.2　方法

1.2.1　治疗方法　（1）丁螺环酮组：予以丁螺

环酮（规格：5mg，国药准字：H19990302）治疗，开

始剂量 10～15mg/d，二周内可逐渐加至有效剂量

20～30mg/d，最大剂量不超过 45mg/d，加药需依据

患者对药物的反应进行调节；（2）文拉法辛组：予以

文拉法辛（规格：75mg，国药准字；H20070269）治

疗，开始剂量为 75mg/d，根据患者情况，可增加用

药剂量，但最大剂量不应超过 225mg，增加用药剂

量时，需间隔四天。

1.2.2　量表评定　两组患者于治疗前、治疗后 2
周、4 周、6 周进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

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及焦虑自评量表（SAS）评

分，同时进行查体及相关实验检查。

1.2.3　血药浓度测定　于服药后 2 周、4 周、6
周末采集入组患者静脉血 5mL，肝素抗凝，离心后

取上层血清置于 -20℃条件中保存待测。丁螺环酮

及文拉法辛血药浓度测量采用气象色谱仪法重的

气 - 质联用技术测定。

1.3　观察指标

1.3.1　患者量表评分结果　包括 HAMA 评分、

HAMD 评分、SAS 评分、精神性焦虑评分及躯体性

焦虑评分。

1.3.2　比较患者血药浓度与治疗效果间关系。

1.3.3　治疗效果评价　评价疗效时，由 3 名医师

共同参与，采用临床 4 级评定标准进行。在治疗后 6
周，对入组患者进行 HAMA 量表测定，与治疗前相比，

HAMA 总分减少率大于 90％为痊愈，60-89％为显著

好转，30-59％为好转，低于 30％为无效。有效率 =

（痊愈 + 显著好转 + 好转）例数 / 总例数 ×100％。

1 .3 .4　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依据副反应量表

（TESS）量表，观察治疗 6 周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

况，包括食欲减退、便秘、恶心、头昏、头痛、呕吐、

口干、震颤。

1.4　统计学分析

应用软件 SPSS22.0 展开整理与分析，对计量资

料以平均值 ± 标准差（x±s）的形式描述，重复测量

方差分析检验；对计数资料以百分率（n，％）的形式描

述，进行 χ2 检验；采用 Pearson 系数的相关性分析数

据相关性。若 P<0.05 表示差异存在统计学上的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评定分析

治 疗 6 周 后 丁 螺 环 酮 组 治 疗 总 有 效 率 为

90.00％，文拉法辛组患者治疗有效率为 94.00％，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无显著性差异（χ2=0 .5435，

P=0.4610）；两组患者治疗前 HAMA、HAMD 及 SAS

评分组间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上

述量表评分均有下降（0.05）；在治疗后 2 周、4 周、

6 周，文拉法辛组患者 HAMA、HAMD 及 SAS 评分

均低于丁螺环酮组（P<0.05）。具体数据见表 1。

2.2　血药浓度与临床效应的关系

丁螺环酮组患者血药浓度与 HAMA 评分无明显

相关系（r=0.575，P>0.05），与 HAMA 减分率之间也

无明显相关关系（r=-0.175，P>0.05）。文拉法辛组

患者血药浓度与 HAMA 评分无明显相关系（r=0.582，

P>0.05），与 HAMA 减分率之间也无明显相关关系

（r=-0.164，P>0.05）。

2.3　两组患者焦虑评分结果分析

两组患者治疗前 HAMA 量表的躯体性焦虑和精

神性焦虑评分组间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 2、4、

6 周后两组患者精神性焦虑及躯体性焦虑评分较治疗

前均持续性降低（P<0.05）；文拉法辛组患者治疗后

精神性焦虑和躯体性焦虑评分均明显低于丁螺环酮

组（P<0.05）。具体数据见表 2。

2.4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文拉法辛组患者共发生 17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

为 34.00％，丁螺环酮组患者共发生 13 例不良反应，

发生率为 26.00％，两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率

无明显差异（χ2=0.7619，P=0.3827）。

3　讨论

焦虑障碍是以焦虑情绪为主的一类精神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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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表现为发作性或者持续性的焦虑、紧张等，同时

伴有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症状［4］。目前抗焦虑新药的

开发和出现改善了广泛性焦虑症的临床疗效。临床

中用于治疗广泛性焦虑症的药物，多能够参与脑内

γ- 氨基丁酸、5- 羟色胺及去甲肾上腺素的调节，进

而起到治疗作用［5］。

丁螺环酮为氮杂螺酮类药物衍生物，无镇静、

肌肉松弛及抗惊厥作用，撤药反应及药物滥用发生

的可能性较小，且对患者认知、记忆及精神运动影

响较小［6］。该类药物的安全用药范围较大，不易出

现药物中毒，对患者呼吸系统抑制左右较小等［7］。

文拉法辛通过抑制 5- 羟色胺及去甲肾上腺素受体，

降低β- 肾上腺素受体的敏感性，其治疗广泛性焦

虑症疗效确切，长时间使用可预防广泛性焦虑症的

复发［8］。但有研究发现［9］，文拉法辛的副作用较大，

可引起患者恶心、性功能障碍、胃肠及心血管反应

等。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丁螺环酮组治疗有效率为

90.00％，文拉法辛组患者治疗有效率为 94.00％，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无显著性差异。两组患者 HAMA、

HAMD 及 SAS 评分均有下降，在治疗后 2 周、4 周、

6 周，文拉法辛组患者 HAMA、HAMD 及 SAS 评分

均低于丁螺环酮组。两组患者治疗后精神性焦虑及

躯体性焦虑评分较治疗前明显降低，文拉法辛组患

者治疗后精神性焦虑评分和躯体性焦虑评分均明显

低于丁螺环酮组。上述结果说明，两种药物治疗广

泛性焦虑症疗效确切，但在治疗 2 周后，两组患者

HAMA 评分变化率有显著差异，说明文拉法辛显效

时间明显优于丁螺环酮，可能与文拉法辛可同时选

择性抑制去甲肾上腺素及 5- 羟色胺双重再摄取的功

能有关。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

率无明显差异。结果说明，两种药物治疗时，均有

不良反应发生，但是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患者不

良反应及症状逐步减轻或消失，并且能够完成疗程

治疗，不需单独处理，结果说明丁螺环酮及文拉法

辛均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丁螺环酮组患者血药浓度

与 HAMA 评分无明显相关系，与 HAMA 减分率之

间也无明显相关关系。文拉法辛组患者血药浓度与

HAMA 评分无明显相关系，与 HAMA 减分率之间也

无明显相关关系。结果说明口服丁螺环酮或文拉法

辛治疗广泛性焦虑症的效应与用药剂量及血药浓度

无明显相关性，可能与患者体质有关，因丁螺环酮

及文拉法辛口服后，吸收较快，血药浓度较快分布

于靶组织中，使得血药浓度检测误差较大，因此，

血药浓度不完全反应临床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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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评定分析（x±s，分）

组别 时间 HAMA HAMD SAS

丁螺环酮组（n=50） 治疗前 31.50±8.40 15.50±1.40 71.31±7.76

治疗后2周 24.09±7.511 12.09±1.511 54.37±8.241

治疗后4周 17.06±8.321 11.06±1.321 43.76±9.251

治疗后6周 13.09±6.291 11.09±1.291 37.36±8.151

文拉法辛组（n=50） 治疗前 30.74±7.96 16.28±1.37 70.48±7.81

治疗后2周 22.09±7.2412 11.36±1.3112 50.52±7.3612

治疗后4周 11.56±6.8113 10.02±1.2213 37.84±8.6313

治疗后6周 10.17±4.7214 9.39±1.0314 32.69±6.4114

注：1P<0.05，与治疗前相比；2P<0.05，与丁螺环酮组治疗后2周相比；3P<0.05，与丁螺环酮组治疗后4周相比；4P<0.05，与丁

螺环酮组治疗后6周相比。

表2　两组患者焦虑评分结果分析（x±s，分）

组别 指标 治疗前 治疗后2周 治疗后4周 治疗后6周

丁螺环酮组（n=50） 精神性焦虑 11.94±1.15 11.41±1.391 10.51±1.241 8.48±1.241

躯体性焦虑 12.82±1.09 12.01±1.221 11.44±1.161 9.21±0.531

文拉法辛组（n=50） 精神性焦虑 12.12±1.72 11.14±0.7212 10.22±1.6612 8.24±1.1412

躯体性焦虑 11.85±2.43 10.07±2.8313 9.01±1.3613 8.19±0.5313

注：1P<0.05，与治疗前相比；2P<0.05，与丁螺环酮组精神性焦虑各时间点相比；3P<0.05，与丁螺环酮组躯体性焦虑各时间点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