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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舍曲林和帕罗西汀在首发抑郁症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

郭　镌 1 、 郭晨龙 2 、 施卫萍 1 、 任宏泉 1

【摘要】目的　比较分析舍曲林和帕罗西汀在首发抑郁症患者中的临床效果和安全性。方法　将

2014 年 8 月至 2016 年 8 月我院收治的 94 例首发抑郁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A 组 47

例患者采用舍曲林系统治疗，B 组 47 例患者采用帕罗西汀系统治疗，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效果

及用药安全性。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抑郁、焦虑评分及认知功能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有所改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但组间差异不明显（P> 0.05）；两种药物均副作用发生少，舍曲林用药未

发现便秘及体位性低血压的副作用，帕罗西汀用药未发现血管神经性水肿及体位性低血压的副作用；

两组患者用药后血压、心率和其他生理指标均在正常范围。结论　采用舍曲林和帕罗西汀对首发抑

郁症患者进行治疗，均能够有效改善患者抑郁与焦虑情绪，同时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却安全新均

较好，但两种药物产生的副作用种类略有不同，在临床上需要根据患者的自身情况选用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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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clinical effect and safety between sertraline and paroxetine on the patients with first-epi-
sode depression　GUO Juan，GUO Chenlong，SHI Weiping，et al. Jiangsu Rongjun Hospital，Wuxi 214035，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safety between sertraline and paroxetine on 

the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depression. Methods 94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depression who had received treat-

ment in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14 to August 2016 were selected as study subjects. All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Group A and Group B randomly，with 47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Group A were treated with sertraline，

while the patients in Group B were given paroxetine.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safety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scores of depression，anxiety and cognitive function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had both decreased significantly（P<0.05），however，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he above index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In this study，no side effect of constipation and orthostatic hypotension was found in 

patients given sertraline and no angioneurotic edema and orthostatic hypotension was found in patients received parox-

etine. Besides，other side effects were kept in a very low level in both two groups. Blood pressure，heart rate and other 

physical indicators of patients in both two groups were in the normal range. Conclusion Both of sertraline and paroxetine 

are effective for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depression to improve their depression and anxiety mood as well as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But the side effect types of the two drugs were slightly different. They are also 

safe as long as chosen according to patients’ own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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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一种以心境低落为主要特征的综合征，

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思维迟缓，饮食及睡眠差，自

主神经症状［1］。目前用于治疗抑郁症的药物主要通过

增加突触间 5-HT 和 NA 水平而发挥作用，其中舍曲林

和帕罗西汀即属于选择性 5-HT 再摄取抑制剂，但二者

的治疗效果在临床仍有一些争议［2］。为进一步比较分

析舍曲林和帕罗西汀在首发抑郁症中的临床效果和安

全性，本研究将 94 例首发抑郁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分别给予舍曲林和帕罗西汀治疗，现分析报告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14 年 8 月 ~2016 年 8 月我院收治的 94 例

首发抑郁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42 例，女

52 例，平均年龄（40.34±13.45）岁。采用随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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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表法将其分成两组，每组 47 人。A 组中男 22 例，

女 25 例，平均年龄（41.65±13.65）岁，平均病期

（19.78±5.03）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

（28.86±8.75）分分。B 组中男 20 例，女 20 例，平

均年龄（40.08±12.08）岁，平均病期（20.01±5.98）
年；HAMD 评分（29.27±8.91）分。本研究经过我院

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后正式实施，所有患者及其

家属均对充分知情同意，且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所

有患者在一般资料方面均无显著差异（P>0.05）。

1.2　方法

A 组患者采用盐酸舍曲林片进行治疗（辉瑞制

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10980141），初始治疗为

50mg/d，对于疗效不佳且对药物耐受的患者增加剂

量，调整剂量的时间间隔不短于 1 周，剂量可增大

至 200mg/d，平均用药剂量（136.54±32.19）mg/d。

B 组患者采用盐酸帕罗西汀片进行治疗（中美天津

史克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10950043），每日早

餐时整片口服，20mg/d，依病情逐渐以每周 10mg 递

增，治疗剂量范围为 20mg～60mg/d，平均用药剂量

（43.52±13.54）mg/d，分次口服。所有研究对象均

连续用药 4 周，四周后观察两组患者的抑郁、焦虑

心理状况及认知功能的改善情况与用药安全性。

1.3　观察指标

①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一周、两周及四

周后不良心理状态（抑郁、焦虑）的改善情况。

②对疾病治疗的安全性采用副作用量表（TESS）［3］

进行评定，该量表包括行为毒性、神经系统、植物神

经毒性、心血管系统、其他五个项目，30 个条目，评

分范围 0~4，数字越大说明副作用越严重。

③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两周后的认知功能

情况。对患者认知功能的评价采用 Stroop 色词测验［4］

进行评定，具体包括四次测验：快速按字意读出卡片 1
上的 112 个“红褐绿蓝”字色，记录时间与正确率；快

速命名卡片 2 上 112 个“红褐绿蓝”色块，记录时间与

正确率；按字意读出卡片 3 上的 112 个“红褐绿蓝”字

色，记录时间与正确率；按打印的颜色读出卡片 1 上

的 112 个“红褐绿蓝”字色，记录时间与正确率。

④记录两组患者在用药治疗前及治疗两周后个

体躯体指标的情况，具体包括收缩压（SBP）、舒张

压（DBP）、平均动脉压（MAP）、心率（HR）、脑电

双频指数（BIS）变化。

1.4　统计学处理

统计分析时采用 SPSS20.0 软件，计量资料以（x±

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n，％）表示，

比较采用 χ２检验；多组间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用双

侧检验所有统计分析，以 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抑郁及焦虑心理状况的

改善情况

用药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HAMD、SAS 评分

无显著差异（P>0.05）；分别经两种药物治疗后，

两组患者 HAMD、SAS 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

（P<0.05），且治疗后两组患者 HAMD、SAS 评分无

显著差异（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不良心理状态的改善情况的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HAMD

t P
SAS

t P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A组 47 28.86±8.75 12.19±3.31 12.2161 0.0000 44.09±11.22 29.89±8.21 7.0021 0.0000

B组 47 29.27±8.91 12.02±3.17 12.5049 0.0000 44.13±11.09 29.17±8.59 7.3145 0.0000

t - 0.2251 0.2543 —— —— 0.0174 0.4157 —— ——

P - 0.8224 0.7998 —— —— 0.9862 0.6788 —— ——

2.2　两组患者治疗后副作用发生情况

治疗第 2 周末，A 组 TESS 评分与 B 组相近，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8829）；治疗 4 周末，A 组

TESS 评分与 B 组相比较为相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8491）。舍曲林用药组未发现便秘及体位性低

血压，帕罗西汀用药组未发现血管神经性水肿及体

位性低血压，且两组患者用药后副作用总发生率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6001）。见表 2。

2.3　两组患者在用药治疗前后认知功能改善情况

应用 Stroop 量表测试结果显示，两组患者治疗

前认知功能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两周后两组

患者的认知功能均有所改善（P<0.05），但组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2.4　两组患者在用药治疗后各生化指标的情况

用药治疗前与治疗两周后，两组患者各生化指

标均处于正常范围且无显著差异（P>0.05），且组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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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也无显著差异（P>0.05）。见表 4。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后副作用发生情况的比较（n，％）

副作用 A组（n=47） B组（n=47）

TESS总分 治疗2周末 4.12±0.98 4.15±0.99

治疗4周末 5.07±1.23 5.02±1.31

口干 1（2.13） 1（2.13）

便秘 0（0） 1（2.13）

恶心、呕吐 2（4.26） 3（6.39）

食欲减退 1（2.13） 1（2.13）

头痛、眩晕 1（2.13） 2（4.26）

乏力、多汗 2（4.26） 2（4.26）

血管神经性水肿 1（2.13） 0（0）

体位性低血压 0（0） 0（0）

不良反应发生率（％） 17.02 21.28

3　讨论

抑郁症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常见病，其发病率正

逐年上升。抑郁症发病的原因尚不清楚，近年来一

系列研究表明抑郁症可能与遗传、免疫、内分泌等

诸多因素有关［5］。帕罗西汀作为选择性 5-HT 再摄取

抑制剂的代表药，对抑郁症有着良好的治疗效果。

近年来，有研究显示［6］舍曲林可抑制 5-HT 再摄取，

且无抗胆碱作用，也逐渐成为抗抑郁的一线药物。

结果显示两组患者 HAMD 和 SAS 评分较治疗前

均显著降低，但组间无明显差异。表明两种药物均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患者不良情绪，且药效基本

相当。舍曲林和帕罗西汀通过选择性抑制 5-HT 再摄

取，提高突触间隙 5-HT 浓度而发挥抗抑郁作用。这

两种药物对 5-HT 再摄取的抑制作用较强，对去甲肾

上腺素、多巴胺的影响小，对 M 受体、α1、α2 和β-

肾上腺素受体、多巴胺 D2 受体及组胺受体几乎无作

用，因此无镇静作用，不影响患者的精神运动行为，

且对患者的认知功能有一定的改善作用［7］。

副反应量表（TESS）评定结果显示，两组患者

在治疗两周末及四周末的 TESS 评分组间无明显差

异。应用舍曲林的患者未发现便秘及体位性低血压，

表3　两组患者在用药治疗前后认知功能改善情况的比较（x±s）
项目 A组（n=47） B组（n=47） t P

快速读出卡片1字色

用时（s） 治疗前 87.34±12.45 86.43±13.06 0.3458 0.7303

治疗两周后 60.43±10.06 60.32±10.11 0.0529 0.9479

正确率（％） 治疗前 72.31±19.21 72.12±19.65 0.0474 0.9623

治疗两周后 91.87±23.21 91.07±23.54 0.1659 0.8686

卡片2色块命名

用时（s） 治疗前 117.76±15.43 118.43±15.98 0.2068 0.8366

治疗两周后 97.76±13.87 98.65±12.76 0.3238 0.7469

正确率（％） 治疗前 60.42±16.32 60.01±16.43 0.1214 0.9037

治疗两周后 83.23±24.32 84.02±24.78 0.1557 0.8766

按字意读出卡片3字色

用时（s） 治疗前 120.87±32.11 121.09±31.98 0.0333 0.9735

治疗两周后 93.45±12.92 93.96±13.45 0.1875 0.8517

正确率（％） 治疗前 61.22±18.09 61.00±17.89 0.0593 0.9529

治疗两周后 84.82±22.21 85.71±22.01 0.1951 0.8457

按打印的颜色读出卡片1字色

用时（s） 治疗前 117.23±30.21 117.87±30.01 0.1030 0.9182

治疗两周后 84.17±14.32 82.67±12.39 0.5431 0.5884

正确率（％） 治疗前 62.11±18.34 62.34±18.03 0.0613 0.9512

治疗两周后 89.29±24.91 87.50±25.00 0.3477 0.7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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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帕罗西汀的患者未发现血管神经性水肿及体位

性低血压，其余出现的副作用均较轻。有研究显

示［8］，帕罗西汀口服吸收良好，6 小时达血药浓度峰

值，主要经肝脏代谢，代谢物无明显药理活性，约

64％经肾排泄，多次给药后于 4~14 天达到稳态血药

浓度。舍曲林作为选择性 5-HT 再摄取抑制剂，与

中枢神经元 5- 羟色胺再摄取的抑制有关，该药物在

临床剂量下是一种强效和选择性的神经元 5- 羟色胺

再摄取抑制剂，对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影响较弱，

因此用药后发生副反应的情况相对较少［9］。临床经

验显示［10］，舍曲林和帕罗西汀的副作用主要有口干、

便秘、恶心、呕吐、食欲减退等，偶见血管神经性

水肿、体位性低血压。但盐酸舍曲林片的多数不良

反应的强度和频率随用药时间的推移而降低，通常

不影响治疗。另外，本研究结果显示 A、B 两组患者

用药治疗后血流动力学指标均处于正常水平。舍曲

林和帕罗西汀对组胺受体、M 受体和α1 受体的阻断

作用较弱，故用药后相关的镇静作用、抗胆碱能样

作用及对心血管的作用不明显，用药后患者的血流

动力学指标就能够处于正常的水平，这也说明这两

种药物具有一定的药用安全性。

总之，采用舍曲林和帕罗西汀对首发抑郁症患者

进行治疗，均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抑郁与焦虑情绪，

同时促进患者认知功能的恢复，且不影响心血管正常

功能，因此在临床上可根据患者的自身情况选择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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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两组患者在用药治疗后各生化指标情况的比较（x±s）
生化指标情况 A组（n=47） B组（n=47） t P

SBP（mmHg） 治疗前 128.32±5.98 129.87±5.64 1.2927 0.1993

治疗两周后 129.87±5.64 124.34±5.66 0.9140 0.3631

DBP（mmHg） 治疗前 75.09±5.21 75.34±5.01 0.2371 0.8131

治疗两周后 73.04±5.35 71.26±6.46 1.4549 0.1491

MAP（mmHg） 治疗前 88.01±4.76 88.87±4.65 0.8860 0.3779

治疗两周后 85.16±5.67 86.84±4.79 1.5517 0.1242

HR（次/min） 治疗前 74.21±5.02 73.97±5.09 0.2302 0.8185

治疗两周后 72.45±5.29 70.49±6.16 1.6549 0.1014

BIS 治疗前 54.21±5.32 55.23±5.49 0.9147 0.5474

治疗两周后 47.41±4.89 48.02±5.87 0.3627 0.58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