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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药理机制探讨难治性抑郁症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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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抑郁症具有临床治愈率低、残留症状突出、复发率高等特点，难治性抑郁症（TRD）约

占抑郁障碍患者的 10％~20％，TRD 治疗是目前面临的难点之一，本文从药理机制角度出发对难治

性抑郁症的药物治疗策略做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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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抑郁症的概述

抑郁症是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是以显著而

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的一类心境障碍。

常病程迁延、反复发作，每次发作大多数可以缓解，

部分可有残留症状或转为慢性，可造成严重的社会

功能损害。美国的 2 项普查资料显示，抑郁障碍的

终生患病率为 13.25％~16.2％，年患病率为 5.28％

~6.60％［1］。根据 WHO 全球疾病负担的研究，抑郁

障碍占非感染性疾病所致失能的比重为 10％，预计

到 2020 年将成为仅次于心血管疾病的第二大疾病负

担源。抑郁症发病危险因素涉及遗传、生化、内分

泌、免疫、心理、社会等多方面因素。

二　抑郁症治疗的现状

目前抑郁症的治疗选择尚未能与复杂的病理生

理机制相匹配，还不能做到按照患者特定的神经生

物学机制给予个体化的治疗。目前药物治疗存在临

床治愈率低、残留症状突出、复燃率和复发率高等

问题。在一个 STAR*D 研究中，3671 名非精神病

性的抑郁障碍患者在经过共计四线抗抑郁治疗后，

总体累积的缓解率是６７％，也就是说，即使在

STAR*D 研究中，仍然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患者没有获

得缓解，尽管他们已接受了多重干预［2］，这是非常

严峻的事实，如何提高临床治愈率，这是临床医师

面临的现实问题。 

目前抗抑郁药的作用机制主要还是聚焦于：1、

从单胺递质着手，作用机制是增加突触间隙 5- 羟色

胺（5-HT）、多巴胺（DA）、去甲肾上腺素（NE）的

浓度 2、降低突触后膜受体的敏感性 3、促进脑源性

神经营养因子的再生，增加神经可塑性。 

三　难治性抑郁症的概述

难治性抑郁症（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

TRD）的概念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一般指服用现有

的 2 种或 2 种以上不同化学结构的抗抑郁药，经足

量（一般指治疗水平的上限）足疗程（6 周或 6 周以

上）治疗，无效或收效甚微，并排除其他并存疾病

以及与较差结果有关的评价因素。TRD 约占抑郁障

碍患者的 10％~20％，TRD 治疗是目前面临的难点

之一，难治性抑郁症患者的药物治疗也是当前研究

探讨的热点之一。

四　抑郁症的发病机制

抑郁症有着复杂的神经生物学机制，涉及到多

种易感基因、内分泌、免疫、自主神经功能、环境

因素等。目前涉及的病因与发病机制的研究［3-5］主要

包括：1、单胺假说：三种单胺递质的功能不足或紊

乱 2、单胺受体假说：突触后膜单胺受体的敏感性上

调 3、神经环路相关结构的异常 4、神经内分泌系统

（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下丘脑 - 垂体 - 甲状

腺轴，下丘脑 - 垂体 - 性腺轴）的功能异常 5、遗传

因素 6、氨基酸、神经肽等 7、心里社会因素 8、其

他：如第二信使失衡假说、神经可塑性、神经营养失

衡假说、抑郁障碍能量代谢假说等。从本质上来讲，

目前大多数已知的针对抑郁障碍的治疗均是通过作

用于单胺递质中的一个或多个来发挥作用的。

五　难治性抑郁症的治疗

个体发生抑郁症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且不同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特征表现出高度异质性。

因此对很多难治的或对治疗阻抗的患者来讲，需要

从多种作用机制考虑，才能获得足够的疗效，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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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机制不足以有效治疗这些患者。因此拓宽神经

递质的覆盖范围是难治性抑郁症的一个治疗思路。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换用双通道机制或多通道机制的药

基于抗抑郁药的转躁风险，临床上大多数抑郁

症患者会首选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 类），

但对于难治性患者，单一的 5-HT 能作用往往不足以

有效治疗这些患者，那么对这些患者首先要考虑将

单通道机制的药换成双通道或多通道机制的药，如

盐酸文拉发辛、米氮平，因为理论上来讲，增加一

种作用机制就拓宽了使全脑各脑区 3 种单胺神经递

质稳定的可能性［6］。多药理机制的药物比单一机制

的药物理论上可能更有效，这种理念也逐渐被广泛

认可［6、7］。如果仍然疗效不理想，则考虑合并用药。

2　合并用药

无论是单一机制还是多药理机制的药，如果单

一药物不能取得理想疗效，或者单一药物不能耐受

高剂量，那么合并用药自然成为下一步的选择，这

在某种程度上与抑郁症可能存在不同潜在病理生理

机制的理论相吻合。那么如何合并呢，一般原则是

合并药物的两种或多种机制属于互补或有协同作

用［8、9］。根据药物相应的药理学机制，临床上选择一

般都遵循于基于症状的抗抑郁药选择［10］，比如说单

一用药后仍有兴趣减退、疲乏等，那么合并药物应

该以选择主要作用于 NE、DA 的药物。

下面主要从药理机制角度探讨如何合并用药以

发挥强效抗抑郁作用。

2.1　两种抗抑郁药的联合使用　多种不同作用

机制的抗抑郁药物联合治疗被推荐作为难治性抑郁

症患者的治疗策略，这种“药理学增效”是《美国精

神科协会抑郁症治疗指南》中药物治疗的重要原则

之一［11］。这种方式被称为“多重机制治疗”模式［12］。

不同作用机制的抗抑郁剂联合治疗越来越多地应用

于临床实践，并且均有一些循证医学的支持，如目

前已发表的联合抗抑郁剂治疗的 STAR*D 研究［13］，

研究涉及西酞普兰和安非他酮合用以及文拉法辛和

米氮平合用等。Lam 等［14］荟萃分析对 667 例单药治

疗反应不佳的患者，采用联合治疗后有 62％的有

效率。

2.1.1　米氮平合并盐酸文拉法辛　盐酸文拉发

辛是 5-HT、NE 双重再摄取抑制剂，另外阻断去甲

肾上腺素再摄取泵（NET）还可以增加前额叶的 DA

功能，当然这种作用可能需较高剂量时出现，所以

文拉发辛被认为是“两重半”机制的药，而米氮平

作为 a2 受体拮抗剂，是一个 5-HT 和 NE 脱抑制剂，

分别通过阻断 a2 自身受体和 a2 异受体而导致 NE 和

5-HT 的释放增加，两种药物不同作用机制起协同作

用。另外米氮平对 H1 受体的阻断作用，对改善患者

睡眠及食欲有着独到的作用，对文拉发辛是个补充，

目前这种联合临床使用较多，对部分难治性患者确

实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且起效非常快，谓之“加州

火箭燃料”，这种联合是理论上作用最强的合并，在

美国，文拉法辛合并米氮平作为抗抑郁药联合治疗

常用的一种范式［15］。

2.1.2　米氮平合并 SSRI 类药　临床合并草酸艾

司西酞普兰较多。合并机制与米氮平合并盐酸文拉

法辛类似，另外，米氮平对 SSRI 类药早期容易出现

的不良反应如：消化道反应和焦虑、失眠来讲有一定

的缓解。

2.1.3　SSRI 类药合并安非他酮是一种较普遍的

联合策药　已被许多开放式研究和非随机队列研究

所证明［16］。安非他酮是 DA/NE 再摄取抑制剂，两药

合并，理论上是较全面的合并，对“正性情感降低”

和“负性情感增强症状”均有治疗作用［17］。

2.1.4　SNRI 类药合并安非他酮　两药合并单一

增强了 5-HT 功能，双重增强了 NE 功能，单一增强

了 DA 功能，理论上是最全面的合并［18］。

2.2　奥氮平合并盐酸氟西汀　盐酸氟西汀除

5-HT 再摄取抑制作用外，兼有 5-HT2c 受体的拮抗

作用，此机制也是该药治疗进食障碍的独特作用，

此外，阻断该受体可以导致 DA、NE 的释放增加，

氟西汀临床上表现出的激活作用可能也源于此，而

奥氮平对 5-HT2c 受体也有明显的拮抗作用，两种药

物的 5-HT2c 受体拮抗作用叠加一起，增强了皮质的

DA、NE 的释放，5-HT2c 受体作为抗抑郁药的一个

重要靶点也越来越受到关注。FDA 已批准奥氟合剂

用于难治性抑郁症治疗的适应症。

2.3　增效剂的使用　最近的一项荟萃分析［19］显

示，在抗抑郁药治疗基础上加用不同作用机制的增

效剂（如锂盐、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甲状腺素等），

治疗难治性抑郁症均明显优于单一抗抑郁药，且可

接受性与抗抑郁药联合安慰剂相比无显著性差异，

增效剂可以在单一抗抑郁药疗效不满意基础上或两

种抗抑郁药联用的基础上使用。

甲状腺激素：使用甲状腺素可以增强部分有效

患者抗抑郁药的疗效或增快其起效速度，机制是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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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腺素能够调节神经元组织、分支和突触形成，增

强三种单胺神经递质传递，各项对照研究得到了多

样性结果［20］。

锂盐：锂盐是目前增效剂中研究最充分的的药

物，也是相对于其他情感稳定剂目前证据最充分的

药物，该药作为抗抑郁药的增效剂对于初始抗抑郁

药治疗应答不佳的患者是一线治疗策略，同时还可

以预防抑郁症的复发及降低自杀的长期风险，机制

涉及 GABA 能、神经营养、遗传效应（单核苷酸多

态性糖原合成酶激酶 3β基因）［21］。其他情感稳定剂：

卡马西平、丙戊酸盐、拉莫三嗪临床上也可用于难

治性抑郁，但目前均缺乏有力的研究证据。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可作为增效剂的作用机制牵

涉到阻断多巴胺 D4/D7 受体及 5-HT2a 受体 /5-HT2c

受体。最近一项荟萃分析 ［22］证实非典型抗精神病药

作为抗抑郁药的增效剂对难治性抑郁症的疗效，抗

精神病药作为抑郁障碍的增效剂的剂量通常低于抗

精神病的剂量。

5-HT1A 受体激动剂：如丁螺环酮，可作为 SSRI

类药的增效剂，尤其适用于那些对 SSRI 开始有效后

失效的患者，机制：SSRI 药是通过抑制 5-HT 的重吸

收而增加突触间隙的浓度，如果 5-TH 被耗竭就无

5-TH 递质可释放，此时增加 5-HT1A 受体激动剂，

其激活 5-HT1A 受体促进 5-HT 的脱抑制性释放。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增效剂的使用，比如雌激素、

中枢神经兴奋药如哌甲酯，ω-3 脂肪酸等，临床使

用不多，经验不足。

六　氯胺酮在难治性抑郁症中的使用

氯胺酮是一种 N- 甲基 - 天冬氨酸（NMDA）谷

氨酸受体拮抗剂，其对抗抑郁的研究早在 2000 年

就已被报道，近年来是精神领域的研究热点，除单

胺假说外，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谷氨酸可能在难治

性抑郁症的发生发展中有一定作用 ［23］。氯胺酮抗抑

郁作用机制可能：1）NMDA 受体拮抗 2）通过 a- 氨

基 -3 羟基 _5 甲基 4 异嗯唑受体（AMPARs）加强谷

氨酸传递 3）激活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通路，

促进神经元的再生 4）增加海马脑源性神经营养因

子（BDNF）水平。有研究报道使用亚麻醉剂量氯胺

酮对难治性抑郁症患者可产生快速及相对持久的疗

效［24］ ［25］ 。氯胺酮在临床中的抗抑郁疗效，为难治性

抑郁症治疗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途径。但作为一种

麻醉剂，其广泛应用于抑郁症临床尚任重而道远，

尚待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比如最优剂量、选择药物

治疗的途径、如何维持疗效、长期使用的潜在依赖

性、合并使用抗抑郁药及心境稳定剂的安全性等。

但独特的机制也为抗抑郁药的研发提供了一个崭新

的重要靶点和启发。

抑郁症发病机制中单胺递质理论外的其他机制

药物尚在研发中，此外，抑郁症还有很多机制不详，

注定尚有部分患者可能历经努力依然无法达到完全

缓解。另外，临床医生在联合用药还得谨慎考虑到：

（1）因联合用药所带来的耐受性问题（2）药物间相

互作用及其对药物代谢的影响；（3）诱发躁狂的风

险；（4）经济负担增加。因此难治性抑郁症的治疗

还任重而道远。但随着相关证据的逐渐积累，新的

作用机制药物不断开发，临床经验的不断增加，难

治性抑郁症的治疗将会有不断的突破，我们拭目

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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