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8 年第 45 卷第 2 期- 278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小剂量奥氮平联合文拉法辛对重度抑郁患者急性期治疗临床效果的观察

肖长久 1 、 陈海珠 1 、 程国强 1 、 谭常赞 1 、 刘　芳 2

【摘要】目的　探讨小剂量奥氮平联合文拉法辛对重度抑郁患者急性期治疗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 2013 年 3 月 ~2015 年 10 月我院门诊明确诊断为重度抑郁症的患者 80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平均

分为两组：实验组与对照组。对照组予以盐酸文拉法辛缓释片 150mg 早餐后服用，同时予以淀粉制

作的安慰剂 5mg 晚餐后服用；实验组予以盐酸文拉法辛缓释片 150mg 早餐后服用，同时予以奥氮平

5mg 晚餐后服用。两组患者在服药前、服药 4w 后均予以评估蒙哥马利抑郁量表（MADRS）、焦虑自

评量表（SAS）。服药 4 周后均予以评估药物副反应量表（TESS）。结果　两组患者在服药前 MADRS、

SAS 评分对比，组间差异不明显义（P> 0.05）；服药 4 周后，两组患者 MADRS、SAS 评分较服药前评

分均显著降低（P< 0.05）；且实验组的 MADRS、SA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服药 4 周后两

组的 TESS 评分对比，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小剂量奥氮平联合文拉法辛在急性

治疗期治疗重度抑郁症，比单用文拉法辛可以取得更好的临床疗效，更好更快的缓解患者的抑郁焦

虑情绪，减低自杀风险，且具有较好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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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the clinical effect of small dose of olanzapine combined with venlafaxine in the acute phase 
treatment on patients with severe depression　　XIAO Changjiu，CHEN Haizhu，CHENG Guoqiang，et al. No.3 
Renmin Hospital of Zhaoqing，Zhaoqing 52606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small dose of olanzapine combined with venlafaxine in the acute 

phase treatment on patients with severe depression. Method　8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depression were selected 

from March 2013 to October 2015 in our hospital.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random number table，all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veragely：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venlafaxine hydrochloride sustained-release capsules 150mg after breakfast and placebo（starch）5mg after supper. 

Meanwhile，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received venlafaxine hydrochloride sustained-release capsules 150mg after 

breakfast and olanzapine 5mg after supper. The scores of MADRS，SA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

tients before medical treatment and 4 weeks after treatment. Also，the scores of TESS were only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4 weeks after medical therapy. Results　There i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MADRS 

and SAS before medical treatment（P>0.05）. After 4 weeks medical therapy，the scores of MADRS and SAS all de-

creased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medical therapy in both groups，and the differences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s

（P<  0.05）. Meanwhile，the scores of MADRS and SA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difference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  0.05）. There i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TESS 4 weeks after medical therapy（P>0.05）. Conclusion　There is a better clinical effect of 

small dose of olanzapine combined with venlafaxine in the acute phase treatment on patients with severe depression than 

venlafaxine only. The combination of two kinds of medicine can relieve the patient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mood much 

faster so that it can decrease the risk of suicide. Also，it’s as safe as venlafaxin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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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心境障碍，其中重度抑郁

症（MDD）的患者，是存在高度自伤、自杀风险的

一部分人群。WHO 曾预测到 2020 年抑郁症可能成

为人类自杀的首要因素［1］，而在我国，自杀是导致

青壮年女性死亡的首要因素 ［2］。目前关于抑郁症的

发病机制尚无系统、全面的理论假说，但 5- 羟色胺

（5-HT）功能、多巴胺（DA）功能以及去甲肾上腺

素（NE）功能不足则已经得到了临床的验证。目前

SSRI、SNRI、NaSSA 等几种新型抗抑郁药物因其疗

效肯定，安全性较好而在临床上得到广泛应用。其

中，文拉法辛因其具有双通道机制，起效快等优势，

快速成为包括抑郁症的一线用药［3］。在国外，一些

最新研究表明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如奥氮平，对

单相或双相抑郁、难治性抑郁等也有治疗效果［4］。

George I. Papakostas 发现，大部分相关的临床研究结

果，都支持小剂量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联合抗抑郁

药治疗 MDD 疗效更好 ［5］。目前国内也有一部分关于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联合抗抑郁药治疗难治性抑郁

或重度抑郁的相关文献资料［6］。本项研究的目的，

就是探讨研究小剂量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联合抗抑

郁药治疗 MDD 是否有更好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具

体研究内容如下。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取得我院临床伦理机构的审核批件后，选取

2013 年 3 月 ~2015 年 10 月我院门诊明确诊断为重度

抑郁症的患者 80 例，其中男性病人 32 例，女性病人

48 例。取得所有患者的同意并签署本研究的《知情

同意书》后，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上述患者平均分

为两组：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0 例。其中实验

组女性病人 28 例，男性病人 12 例，平均年龄（39±

11.65）；对照组女性病人 25 例，男性病人 15 例，平

均年龄（41±10.65）。本项研究纳入标准具体如下：

①按 ICD-10 诊断标准，符合重度抑郁障碍诊断，无

论首发或是复发；且蒙哥马利抑郁量表评分≥ 30 分

（MADRS ≥ 30）；②不伴精神病性症状或有其他精神

疾病史；③无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重大躯体疾

病史；④近期（3 个月内）无文拉法辛或奥氮平用药

史；⑤无酒精、药物等物质滥用史；⑥发病前无重大

应激事件发生；⑦年龄在 18 岁 ~55 岁之间。排除标

准：所有不符合纳入标准的病人。所有病人在正式参

加本研究服用发放的研究药物前，征得患者同意后，

根据情况如患者为首发未服药病人可立即发放本研

究药物；如目前正在服用其他种类抗抑郁药物或其他

我科药物，根据药物半衰期予以逐渐减停该药并有

1~2 周的药物清洗期，以保证上述药物基本从体内代

谢完全，而后再发放本研究的药物。两组患者在性

别比例、年龄、家庭收入、教育背景等一般临床资

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实验组 40 例患者根据病情一周内逐渐加文拉法

辛缓释片至 150mg 早餐后服用；同时予以奥氮平 5mg 

晚餐后服用。对照组 40 例患者根据病情一周内逐渐

加文拉法辛缓释片至 150mg 早餐后服用；同时予以

淀粉制作的安慰剂 5mg 晚餐后服用。两组患者如出

现较为严重的睡眠问题，可考虑予以思诺思 10mg 口

服予以对症改善。

1.3　研究观察指标

两组患者在服药前均予以评估蒙哥马利抑郁量

表（MADRS）［7］、焦虑自评量表（SAS）［9］，评分两组

的组间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

性。服药 4 周后，再次予以评估 MADRS、SAS 及副

反应量表（TESS）［10］以评估患者的临床疗效及药物安

全性。TESS 按出现的药物副反应严重程度按 0～4 级

评分：即 0= 无该项症状；1= 偶有该项症状；2= 轻度，

不影响正常功能；3= 中度，对正常功能有某种影响

或损害；4= 重度，对正常功能有明显损害或残废。

另外每周固定时间电话联系所有患者，询问有无明

显药物不良反应并及时记录和处理。

1．4　疗效评定标准 

根据两组患者服药前后的 MADRS、SAS 评分的

减分情况评估药物治疗的临床效果，减分幅度越大，

表明临床效果越好。服药 4 周后患者来院随访时按

照 TESS 所列项目对患者行体格检查及生化检查，以

评估观察药物安全性问题。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20．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

资料采用（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标准。

2　研究结果

2．1　蒙哥马利抑郁量表结果

服药前两组患者的 MADRS 评分对比，组间无明

显差异（P>0.05）。服药 4 周后两组患者的 MADRS

评分均较服药前明显降低，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服药后实验组的 MADRS 评分又显著低

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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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实验组患者服用的药物具有更好的临床疗效。

具体结果见表 1.

表1　药物治疗前后两组MADRS评分的比较（x±s，分）

组别 治疗前 服药4周后

对照组（n=40） 34.30±3.01 22.20±2.38*

实验组（n=40） 34.20±3.33 18.30±1.84*

t 0.100 5.807

P 0.921 <0.01

注：*P代表治疗前后，P<0.05；表格中t值和P值表示组间

对比的结果。

2.2　焦虑自评量表结果

服药前两组患者的 SAS 评分对比，组间差异

不明显（P>0.05）。服药 4 周后两组患者的 SAS 评

分均较服药前明显降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服药后实验组的 SAS 评分又显著低于

对照组（P<0.05），表明实验组患者服用的药物具有

更好的临床疗效。具体结果见表 2.

表2　药物治疗前后两组SAS评分的比较（x±s，分）

组别 治疗前 服药4周后

对照组（n=40） 65.50±3.17 58.85±3.28*

实验组（n=40） 64.40±3.41 55.50±3.33*

t 1.507 3.204

P 0.297 <0.01

注：*P代表治疗前后，P<0.05；表格中t值和P值表示组间

对比的结果。

2.3　副反应量表结果

服药 4 周后两组患者副反应量表（TESS）组间

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根据两组的

TESS 评分结果及每周电话随访结果：两组患者均偶

有轻微药物不良反应但都无需紧急处理，两组患者

均未出现严重的威胁生命安全的药物不良反应。上

述结果表明两组患者服用的药物均具有较高的安全

性。具体结果见表 3.

表3　药物治疗前后两组TESS评分的比较（x±s，分）

组别 服药4周后

对照组（n=40） 14.45±3.32

实验组（n=40） 15.60±4.88

t 0.871

P 0.389

3　讨论

抑郁症是精神科六种重性精神疾病之一，目前

有关抑郁症的发病机制仍尚无全面系统的理论机制

形成，某一单一理论假说又不能全面解释抑郁症的

全部临床表现［11］。重度抑郁症因自杀、自伤风险极

高，给患者造成极大痛苦的同时，也给患者家人带

来了严重的精神心理负担。对于重度抑郁症急性期

治疗的关键，是尽快消除患者的自杀观念及自杀、

自伤行为，以确保患者的生命安全。文拉法辛因其

特有的 5-HT 和 NE 的双通道机制，在抗抑郁药物里

面具有起效较快，临床效果肯定，且安全性较好的

优势，是重度抑郁患者的首选药物。但目前国内外

部分学者发现，小剂量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联合抗

抑郁药的临床疗效比单用抗抑郁药物临床效果更好，

起效更快。

本研究实验设计为实验组予以文拉法辛缓释片

联合小剂量奥氮平治疗，对照组予以相同剂量的文

拉法辛缓释片联合等剂量的安慰剂治疗，研究结果

表明，重度抑郁症患者在急性治疗期如果联用小剂

量奥氮平，的确可以取得比单用抗抑郁药物更好的

临床效果。究其机制，可能为非典型抗精神病为多

受体作用药物，既能在前额叶皮质增加 5-HT 及 DA

能得作用，又能阻滞中枢 5-HT2A 与 5-HT2C 受体，

平衡 DA 和 5-HT 功能，同时又可以增加部分脑区

NE 的效能，因此对患者的抑郁、焦虑情绪具有改善

作用，且奥氮平本身还能改善抑郁症患者的食欲和

睡眠欠佳问题［12］。且重度抑郁症急性期治疗的短期

用药，在更快缓解病情的同时又尚未发现明显的由

奥氮平导致的药物不良反应，具有较好的安全性；但

长期联用小剂量奥氮平的药物安全性目前仍未可知。

另外，两组患者在出现睡眠问题时均随机予以了思

诺思改善睡眠治疗，组间差异可考虑抵消。

本研究结果表明，小剂量奥氮平联合文拉法辛

在急性治疗期治疗重度抑郁症，比单用文拉法辛可

以取得更好的临床疗效，更快的缓解患者的抑郁焦

虑情绪，减低自伤自杀风险，且具有较好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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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枢及外周神经元的可塑性与存活，与艾司西酞

普兰联合用从不同途径抗抑郁实现增效。

本研究中两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接近，除精神

症状外，氯胺酮不良反应以血压升高、心动过速为

主。本研究中观察组仅出现 2 例心悸，症状轻微，

证实氯胺酮小剂量应用安全性高。观察组 YMRS 评

分仅在治疗后 4h 内有所升高，表明氯胺酮仅引起一

过性躁狂样症状，时间短，未引起明显分离与精神

症状，安全可靠。有国外［12］研究证实，小剂量氯胺

酮可大幅减轻其拟精神症状等副作用，患者可耐受，

安全可靠，与本研究结论相符。

综上所述，单次低剂量静脉点滴氯胺酮联合艾

司西酞普兰治疗抑郁症具有 增效作用，且副作用

轻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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