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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阿立哌唑联合文拉法辛治疗抑郁症患者的疗效。方法：收集2015年11月至2017年2月海南省安宁医院收

治的抑郁症患者共 94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 47例。对照组患者单用阿立哌唑治疗，研究组

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文拉法辛治疗，连续治疗 6周后，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副反应量表（TESS）评分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研究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95.

74%）明显高于对照组（68. 09%）（P＜0. 05）；治疗后，两组患者HAMD、HAMA评分均明显降低（均P＜0. 05），且研究组用药

2周、4周、6周后的HAMD、HAMA、TESS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均P＜0. 05）；对照组患者静坐不能、心电图改变发生率高

于研究组（P＜0. 05）。结论：阿立哌唑联合文拉法辛对抑郁症患者的疗效较显著，且副反应较轻，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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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临床常见的精神障碍类疾病，其不仅表

现为精神障碍，同时还伴有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损

伤，具有社会功能损害重、治疗难度大以及预后差等

特点，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目前对于抑

郁症主要采用抗精神病药物进行治疗，其中阿立哌唑

是临床常用的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现代药理学证实，

阿立哌唑的主要药理机制是拮抗 5-羟色胺（5-HT）2A

受体，促使5-HT1A受体得以活化，从而起到抗精神分

裂的作用，故可实现抗抑郁、焦虑的功效[1]。但对于抑

郁症状严重患者，单一使用阿立哌唑治疗往往难以达

到预期效果。文拉法辛是去甲肾上腺素（NE）和5-HT

双通道阻滞剂，多项研究表明，其可抑制NE神经元突

触终端及胞体-树突和 5-HT 神经元的异质性及自受

体受体，加快突触前膜自受体的“脱敏”进程，同时促

进突触后 5-HT和NE的释放，对于抑郁症和焦虑症均

具有良好疗效 [2-3]。但目前有关阿立哌唑联合文拉法

辛治疗抑郁症报道较少。因此，本研究就两种药物治

疗抑郁症的综合疗效及安全性进行研究，为临床用药

提供参考依据，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海南省安宁医院 2015年 11月

到 2017年 2月收治的抑郁症患者共 94例作为研究对

象。病例纳入标准[4]：（1）所有患者均符合《中国精神

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中抑郁症的诊断标准；（2）

HAMD 评分≥17 分、HAMA≥13 分；（3）均自愿参加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5]：（1）对本研究药物

过敏或伴有影响药物吸收疾病者；（2）合并心、肝、肾

等重要脏器功能障碍者；（3）合并严重精神系统疾病

或恶性肿瘤者；（4）1 个月内曾接受抗抑郁药物治疗

者；（5）处于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

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47例）和研

究组（47 例）。对照组中男 27 例，女 20 例；年龄 20～

58 岁，平均（36. 35±6. 82）岁；病程 2～16 年，平均

（9. 42±5. 09）年；HAMD评分18～40分，平均（28. 68±

7. 87）分。研究组中男25，女22例；年龄19～59岁，平

均（36. 87±7. 14）岁；病程2～15年，平均（9. 08±5. 34）

年；HAMD评分19～38分，平均（27. 79±7. 54）分。两

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HAMD 评分等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口服阿立哌唑片（上海中西

制药有限公司，H20041507，10 mg）治疗，起始治疗剂

量为 10 mg/d，14 d 内根据患者症状追加剂量为 20

mg/d。研究组患者在对照组用药基础上加用文拉法

辛缓释片（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20070269，75 mg）治疗，起始治疗剂量为 75 mg/d，

14 d 内根据患者症状追加剂量为 150 mg/d。所有患

者均连续治疗6周。

1. 3 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

两组患者用药前及用药后2、4、6周的汉密尔顿抑郁量

表（HAMD）评分、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

用药后的副反应量表（TESS）评分及不良反应发生率。

1. 4 疗效判定 于治疗 6周后，根据HAMD减分率

对治疗总有效率进行评价[6]，（1）治愈：治疗后患者的

HAMD评分降低≥75. 0%，临床症状基本恢复正常；

（2）显效：治疗后HAMD评分降低在50. 0%～7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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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所有症状明显改善；（3）有效：HAMD 评分降低

在 25. 0%～49. 9%，症状有所改善；（4）无效：治疗后

HAMD评分降低＜25. 0%或加重，症状无明显改善或

加重。治疗总有效率=治愈率＋显效率＋有效率。

1. 5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所涉及的数据均采用

SPSS 21. 0统计软件分析处理，HAMD评分、HAMA评

分及TESS评分等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 ± s）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n（%）］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 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 1 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比较 经治疗后，研究

组的总有效率为 95. 74%，对照组为 68. 09%，研究组

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 =0. 00），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比较[n（%）]

2. 2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的 HAMD 评分比较 两

组患者在用药前 HAMD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 05）；而两组患者用药 2 周、4 周、6 周后的

HAMD 评分均明显降低（均 P＜0. 01），同时研究组

HAMD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均P＜0. 05），见表2。

2. 3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的HAMA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在用药前的 HAMA 评分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 05）；而两组患者用药 2周、4周、6

周后的HAMA评分均显著降低（均P＜0. 05），同时研

究组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均P＜0. 05），见表3。

表2 两组患者不同时点的HAMD评分比较（分，x ± s）

与用药前比较，*P＜0. 01。

表3 两组患者不同时点的HAMA评分比较（分，x ± s）

与用药前比较，*P＜0. 05。

表4 两组患者用药后的TESS评分比较（分，x ± s）

2. 4 两组患者TESS评分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研究组患者用药2周、4周、6周后的TESS评分均

明显低于对照组（均 P＜0. 05），见表 4。两组患者治

疗后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口干、视力模糊、便秘、嗜睡以

及恶心等副作用；对照组患者静坐不能较研究组多见

（25. 53% vs 6. 38%，χ2=6. 43, P =0. 01）；对照组患者心

电图改变显著高于研究组（29. 79% vs 10. 64%，χ2=5.

34，P =0.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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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抑郁症是一种以抑郁为主要症状的情感性障

碍。近年来，受社会压力增大、生活模式改变以及药

物滥用等因素影响，其发病率呈明显上升之势［7］。抑

郁症多发于易受经济情况和感情因素影响的中年人

群，主要临床表现为持续性情绪低落、精神压抑、兴趣

丧失及精力疲惫等。大量统计数据表明，多数抑郁症

患者常伴有不同程度的焦虑症状，可导致患者较正常

人群具有更高的自杀倾向，对患者的生命健康构成严

重威胁［8］。因此，如何缓解和改善抑郁、焦虑症状已

成为临床关注的热点。

阿立哌唑作为新一代的非典型抗精神病药，可阻

滞中脑-皮质多巴胺能通路突触前膜上的 5-HT2A受

体［9］，导致多巴胺脱抑制性释放增加，进而激动前额

皮质的多巴胺 D1 受体，实现有效调节情感的功效。

同时，阿立哌唑还可通过活化 5-HT1A受体和多巴胺

D2受体，起到抗抑郁、焦虑的作用。但长期临床实践

证明，对于抑郁症状严重者，长期单一使用阿立哌唑

疗效往往不佳，且副反应较多，主要体现在恶心、流

涎、失眠等方面，对患者生活质量造成一定影响［10］。

文拉法辛是NE和 5-HT双通道阻滞剂［11］，其可抑

制NE神经元突触终端及胞体-树突和 5-HT神经元的

异质性及自受体受体，加快突触前膜自受体的“脱

敏”进程，同时促进突触后 5-HT和NE的释放，对于抑

郁症和焦虑症均具有良好疗效，同时，文拉法辛不单

疗效和起效时间均优于选择性 5-HT 再摄取抑制剂
［12］，且患者具有较好的治疗依从性。有报道指出，文

拉法辛经肝药酶P4502D6代谢，而阿立哌唑则经肝药

酶 P4503A4 和 P4502D6 代谢，当联合两者进行治疗

时，阿立哌唑可竞争性选择 P4502D6，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文拉法辛于机体内的代谢，最终实现协同增效的

功效［13］。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用药 2 周后 HAMD、

HAMA得分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至第 6周研究组减

分值显著多于第 2周和第 4周，考虑与 14 d内对文拉

法辛和阿立哌唑的用量进行调整相关。同时，研究组

的治疗总有效率（95. 74%）亦显著高于对照组（68.

09%），证实两种药物联合治疗可实现疗效协调效果，

共同促进抑郁症患者病情缓解以及心理健康状态恢

复。本研究还发现，研究组患者的TESS评分显著低

于对照组，提示两者联合治疗在一定程度上可抵消因

药物反应所产生的副作用。此外，在大剂量抗精神病

药剂治疗时，文拉法辛可相对减少患者因服药过量所

致的静坐不能，表明文拉法辛可达到增效减毒的功

效。同时，由于文拉法辛药力释放缓慢，使得血药浓

度上升平缓，对用药者心血管影响甚微，本研究结果

表明，研究组心电图改变显著低于对照组，与目前报

道［14-15］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采用阿立哌唑联合文拉法辛治疗抑郁

症患者，能够提高疗效，且治疗安全性较好，值得在临

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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