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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戈美拉汀治疗首发老年抑郁症的疗效研究 

牛　娟 1 、 陈晓芹 2 、 周田田 2 、 于　杨 �

【摘要】目的　研究阿戈美拉汀对首发老年抑郁症的疗效。方法　选取首发老年抑郁症 11� 例，

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58 例。观察组给予阿戈美拉汀治疗，对照组给予舍曲林治疗。对两

组疗效、睡眠改善及不良反应进行比较。结果　观察组自第１周末起、对照组自第 2 周末起 HAMD、

PSQI 评分显著下降（P< 0.01）。第 1、2、4、8 周末观察组 HAMD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

第 4、8 周末观察组 PSQI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服药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

对照组（P< 0.05）。结论　阿戈美拉汀与舍曲林治疗老年首发抑郁症均有效，但阿戈美拉汀起效快，

不良反应少，改善失眠症状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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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of agomelatine in the treatment of first-episode senile depression 
　　NIU Juan，CHEN Xiaoqin，ZHOU Tiantian. et al . Psychological Clinic of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Qingdao 
University，Qingdao 26607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agomelatine on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senile de-

pression.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sixteen elderly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depress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58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agomelatine and the patients of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sertralin. The treatment effect，sleep improvement and ad-

verse reac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scores of HAMD and PSQI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one week treatment and the scores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wo week treatment decreased significantly（P<0.01）. At 

the end of 1th，2th，4th and 8th week，the HAMD scores of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 

At the end of 4th，8th week，the PSQI scores of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 significantly（P<0.05）. 

The incidence rate of side effect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Both agomelatine and sertralin are effective in the treatment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depression，but 

agomelatine is earlier response，less adverse reaction and improving insomnia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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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临床收治的老年抑郁

症患者逐年增多，抑郁症已成为影响老年人生活和

健康的重要疾病［1］。临床实践发现老年人对心理治

疗的认可度低，合理选择药物对首发老年抑郁患者

至关重要。近年来研究发现生物节律紊乱可能是抑

郁症病理机制之一，而有些抗抑郁药可能影响生物

节律，进而破坏睡眠结构［2］。阿戈美拉汀是褪黑素

受体激动剂和 5-HT2C 拮抗剂，其受体的结合情况

决定了抗抑郁治疗的独特性［3］。本文旨在比较阿戈

美拉汀和舍曲林治疗首发老年抑郁患者的疗效、睡

眠改善及不良反应情况，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入组标准：符合《中国精神障碍诊断分类与标准

（第 3 版）》（CCMD-3）中单相抑郁发作诊断标准的首

发患者，性别不限，年龄 60~75 岁，汉密尔顿抑郁

量表（HAMD）［4］（17 项）评分≥ 20 分，取得患者的

书面知情同意。排除标准：有严重自杀倾向；合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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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1周末 治疗2周末 治疗4周末 治疗8周末

观察组 56 26.7±5.2 22.6±6.8ab 16.2±3.7ab 10.1±3.6ab 6.2±3.7ab

对照组 55 27.5 ±4.9 25.8±7.1 18.1±4.2a 13.2±4.4a 8.4±4.1a

注：与治疗前比较，a P<0.01；两组同时间点比较b P<0.05。

表2　两组治疗前后PSQI评分比较（x±s）

分组 治疗前 治疗1周末 治疗2周末 治疗4周末 治疗8周末

观察组 15.1±2.9 12.6±3.8a 10.1±3.2a 6.9±3.1ab 4.7±2.8ab

对照组 14.3 ±2.7 13.2±3.7 11.7±3.4a 9.5±4.4a 6.4±4.1a

注：与治疗前比较，a P<0.01；两组同时间点比较 b P<0.05。

他系统严重疾病；基线 HAMD 总分与筛选相比下降

≥ 25％；既往对研究药物过敏；两周内服用其他抗抑

郁类药物；不能按医嘱服药者。

本试验病例来自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心理门诊，

从 2015 年 2 月 ~2016 年 2 月共收集符合标准患者

116 例，随机数字表法分配至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58
例。观察组 2 例患者于治疗第 4、6 周失访，对照

组 1 例头痛退出，2 例疗效不佳脱落，可用于评价

样本观察组 56 例，对照组 55 例。观察组：男 29 例，

女 27 例，平均年龄（65.8±3.5）岁，基线 HAMD

总分为（26.7±5.2）分，基线 PSQI 总分为（15.1±

2.9）；对照组：男 25 例，女 30 例，平均年龄（67.6±

4.7）岁，基线 HAMD 总分为（27.5±4.9）分，基线

PSQI 总分为（14.3±2.7）。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

和 HAMD、PSQI 总分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备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实 验 组 给 予 阿 戈 美 拉 汀 （25m g / 片 ， 批 号：

H20143375），小剂量起始在 2 周内加至治疗量，治疗

最低 12.5mg，最高 50mg；观察组给予舍曲林（50mg/

片，批号：H10980141），小剂量起始在 2 周内加至治

疗量，治疗最低 25mg，最高 100mg。治疗期间不合用

抗精神病及抗焦虑药，禁用电休克与系统心理治疗。

1.�　评定方法

两组患者于第 1、2、4、8 周末采用汉密尔顿抑

郁量表（HAMD）与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对

患者的抑郁程度与睡眠情况进行评定，用副反应量

表（TESS）评定不良反应。以上量表皆为临床常用

工具，具有较高的信效度指标。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13.0 统计软件进行计算。计量资料采

用配对 t 检验比较组内前后差异，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治疗前后两组 HAMD 评分比较

两组评分在治疗 1 周、2 周、4 周、8 周后每

一个时间点与前次相比均有所下降，观察组自 1 周

末起、对照组自 2 周末起 HAMD 评分有显著下降

（P<0.01），第 1、2、4、8 周末两组 HAMD 评分组

间比较均有明显差异（P<0.05），详见表 1。

2.2　治疗前后两组 PSQI 评分比较 

两组在治疗 1 周、2 周、4 周、8 周后每一个时

间点平均总分均有所下降，下降幅度随治疗时间延

长而增大，观察组自１周末起、对照组自 2 周末起

PSQI 评分有显著下降（P<0.01），第 4、8 周末两组

PSQI 评分组间比较有明显差异（P<0.05），详见表 2。

2.�　治疗过程中两组患者 TESS 评分比较 

观察组较突出的是消化道症状，如恶心、腹泻

和消化不良等；对照组头痛、头晕、口干、食欲减退

比较突出。第 2、4、8 周末观察组 TESS 评分均显著

低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 3。

3　讨论

抑郁症使老年患者饱受煎熬，是老年人自杀的

主要原因［5］。如何快速有效地治疗老年抑郁症、改

善失眠状况，对老年患者非常重要。阿戈美拉汀作 用于 MT1、MT2 和 5-HT2C 受体，通过恢复正常的

表3　两组治疗后各期TESS总分均值比较（x±s）

时间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治疗1周末 8.93±2.67 9.26±3.07 0.84

治疗2周末 7.11±2.05 9.17±2.58 2.78b

治疗4周末 5.12±2.07 8.32±3.46 3.19b

治疗8周末 4.27±1.55 6.67±3.58 2.97b

注：两组同时间点比较 b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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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节律［6］，特异性增加前额叶 NA 和 DA 水平而发

挥抗抑郁作用，对其它受体的亲和力几乎忽略不计，

对老年人群特别安全。舍曲林作为临床常用的 5-HT

再摄取抑制剂，通过抑制突触前膜对 5-HT 的再摄

取，提高突触间隙 5-HT 含量而治疗抑郁。Cipriani

等 ［7］的研究称舍曲林因有效性和可接受性佳，可作

为抗抑郁药疗效研究的参考标准。

本研究结果显示，阿戈美拉汀组自第 1 周末即

开始起效，而舍曲林组在 2 周末才开始起效，表明

阿戈美拉汀治疗老年抑郁症起效比舍曲林快。治疗

第 1、2、4、8 周后，阿戈美拉汀组 HAMD 评分均低

于舍曲林组（P<0.05），表明阿戈美拉汀对老年抑郁

症的整体疗效要优于舍曲林。研究者分析阿戈美拉

汀之所以快速起效可能与药物对睡眠症状的改善及

快速恢复较好的日间功能有关［8］，本研究也印证了

这一结论：阿戈美拉汀组从治疗第 1 周结束后，老年

患者的失眠状况即得到缓解，治疗 4 周和 8 周末阿

戈美拉汀组 PSQI 评分低于舍曲林组（P<0.05），说

明阿戈美拉汀对老年抑郁患者的睡眠改善情况要优

于舍曲林，且起效快。老年抑郁患者对睡眠问题的

关注度较高，阿戈美拉汀在缓解失眠症状方面的优

势，会增加老年抑郁患者治疗的依从性。本研究同

样发现，从治疗的 2 周末阿戈美拉汀组的 TESS 评分

要低于舍曲林组（P<0.05），这说明阿戈美拉汀提高

了患者对药物的耐受性，这可能与阿戈美拉汀本身

并未提高血液中的 5-HT 浓度［9］，因此会避免或减

少 SSRI 类药物引起的不良反应有关。本研究的不足

之处同样不能不提，如随机化方法过于简单、未使

用盲法、样本量偏小等，有待在进一步研究中得到

解决。

综上所述，阿戈美拉汀与舍曲林均能有效地改

善首发老年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症状，但阿戈美拉汀

起效更快，更能促进患者的睡眠改善，不良反应更

少。希望临床医师能更深入地了解阿戈美拉汀的作

用特点，使其在临床上的应用普及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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