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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氮平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伴睡眠障碍的老年焦虑症患者的疗效观察

贾　娟 1 、 郭彦祥 2 、 张淑芳 1 、 赵星梅 1 

【摘要】 目的　探究老年焦虑症伴睡眠障碍患者应用米氮平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治疗的

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 2015 年 2 月 ~2017 年 2 月本院经治的老年焦虑症伴睡眠障碍患者 92 例，对照

组（n=46）给予米氮平口服，研究组（n=46）在米氮平基础上联合 rTMS，两组均治疗 4 周。观察两组

焦虑评分、多导睡眠（PSG）指标、匹兹堡睡眠质量量表（PSQI）评分、临床疗效。结果　治疗前两

组各指标比较无显著差异（P> 0.05）。治疗后，两组 SAS、HAMA 评分均较治疗前提高（P< 0.05）；组

间比较，研究组 SAS、HAMA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t = 11.873，4.181，P< 0.05）。两组患者实际睡眠总

时长、睡眠效率、REM 潜伏期均较治疗前提高（P< 0.05），睡眠潜伏期、夜间觉醒次数及夜间觉醒

总时间均较治疗前降低（P< 0.05）；组间比较，研究组患者 PSG 睡眠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P< 0.05）。

两组 PSQI 评分均较治疗前改善（P< 0.05），研究组 PSQI 评分较对照组低（t = 6.154，P< 0.05）。研究

组临床疗效、总有效率均优于对照组（Z=-2.205，P< 0.05；χ2=5.845，P< 0.05）。结论　米氮平联合

rTMS 治疗老年焦虑症伴睡眠障碍患者，改善焦虑状态及睡眠质量优于单纯应用米氮平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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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observation of Mirtazapine Combined with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anxiety disorders accompanied by sleep disorders　　JIA Juan，GUO Yanx-
iang，ZHANG Shufang， et al. The 8th People's Hospital of Zhengzhou City，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Mirtazapine Combined with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

netic stimulation（rTMS）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anxiety disorders accompanied by sleep disorders. Methods　From 

February 2015 to February 2017，92 patients of anxiety disorders with sleep disorders were recruite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the control group（n=46）received mirtazapine，the study group（n=46）treated with rTMS on basis of 

mirtazapine. SAS，HAMA，polysomnography（PSG）and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scale（PSQI）were assessed in both 

groups.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in SAS，HAMA，PSQI and PSG between two groups

（P>0.05）. After treatment，the SAS and HAMA scores of two groups were increased（P<0.05），SAS and HAMA 

score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t =11.873，4.181，P<0.05）. The actual total sleep time，

sleep efficiency，latency of REM were increased（P<0.05），sleep latency，nighttime awakenings and the total time 

of awakening during the night lower than before treatment（P<0.05）；the improvements of PSG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PSQI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improved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

（P<0.05），PSQI score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t =6.154，P<0.05）. Both clinical ef-

ficacy and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Z=-2.205，P<0.05；χ2=5.845，

P<0.05）. Conclusion　Mirtazapine combined with rTMS can improve anxiety and sleep quality more effectively than 

mirtazapine alone in the treatment of senile anxiety disorder accompanied by sleep dis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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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焦虑症常伴睡眠障碍，严重影响患者治疗

效果及精神活动效率。而临床治疗中，由于老年患

者机体功能下降，对药物毒性反应耐受性弱，单纯药

物治疗效果不甚理想［1］。国外研究指出，药物联合物

理治疗应用于老年焦虑症效果优于单纯药物治疗［2］。

另有资料显示，米氮平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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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年焦虑症合并睡眠障碍患者的睡眠状况及焦虑

症状的改善作用颇为可观［3］。为进一步探讨联合治疗

的效果，本次选取老年焦虑症伴睡眠障碍患者 92 例

为对象展开研究。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5 年 2 月 ~2017 年 2 月经治的老年焦

虑症伴睡眠障碍患者 92 例，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

类与诊断标准第 3 版》（CCMD-3）中焦虑症诊断标

准［4］；均伴睡眠障碍（睡眠潜伏时间 >0.5h，睡眠总

时间实际 <6h）；年龄 55~80 岁，患者均知情同意。

排除药物治疗禁忌、合并严重脏器疾病患者、存在

经颅磁刺激禁忌症的患者如颅内有金属物质植入等。

应用抛币法随机将患者分为两组，研究组 46 例，男

25 例，女 21 例；年龄 57~78（64.18±5.89）岁；病程

4 个月 ~7（2.63±0.48）年。对照组 46 例，男 24 例，

女 22 例；年龄 56~77（63.88±5.79）岁；病程 3 个月

~7（2.57±0.43）年。两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米氮平（规格：30mg*10s，批准文号：

注册证号 H20140031）口服治疗，起始剂量 15mg/

次，1 次 /d，后渐增剂量至 15~45mg/d。研究组在米

氮平基础上联合 10Hz rTMS：刺激部位选择左侧前额

叶背外侧区（DLPFC），刺激强度初始值 80％运动阈

值（MT），渐而增至 100％的最大刺激量；按选用的

30 个序列依次进行连续 5s 的刺激，各序列间隔时间

40s；20min/ 次，5 次 / 周。两组患者均治疗 4 周。

1.3　观察指标及评定标准

所有患者研究指标的评定均采用双盲法完成，

由经过培训且不参加本研究的两位精神科主治医师

共同评定，研究数据采用两者评分的平均值。

（1）焦虑评分。焦虑自评量表（SAS）：轻度

（50~60 分），中度（61~70 分），重度（>70 分）；汉密

尔顿焦虑量表（HAMA）：≥ 29 分严重焦虑，≥ 21 分

明显焦虑，≥ 14 分焦虑，≥ 7 分可能焦虑，<7 分无

焦虑。

（2）睡眠评估。多导睡眠（PSG）指标：睡眠潜伏

期、实际睡眠总时长、睡眠效率、REM 潜伏期、夜

间觉醒次数及总时间；匹兹堡睡眠质量量表（PSQI）

评分，总分 0~21 分，评分愈高示睡眠质量愈差。

（3）临床疗效。评定标准［5，6］：痊愈：症状完全

消失，无需药物维持睡眠，HAMA 下降 >60％，睡

眠效率≥ 75％；显效：症状消失，无需药物维持睡

眠，HAMA 下降 >50％，睡眠效率≥ 65％；有效：症

状减轻，需药物保持睡眠，HAMA 下降 25％~50％，

睡眠效率≥ 55％；无效：无症状变化，甚或加重。

1.4　统计学处理

采取 SPSS 22.0 处理数据，计数资料用（n，％）

表示，临床疗效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

总有效率比较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用（x±s）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焦虑评分

治 疗 前 两 组 S A S 、 H A M A 评 分 无 显 著 差 异

（t =0.360，0.411，P>0.05）。治疗后，两组 SAS、

HAMA 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P<0.05）；组间比较，

研究组 SAS、HAMA 评分均较对照组低（t =11.873，

4.181，P<0.05）。见表 1。
表1　两组SAS、HAMA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SAS评分 HAMA评分

研究组（n=46） 治疗前 66.73±6.24 28.14±4.39

治疗后 33.46±3.18 14.65±5.12
at值 32.219 13.566

aP值 <0.001 <0.001

对照组（n=46） 治疗前 67.19±6.03 28.52±4.48

治疗后 43.51±4.78 19.48±5.93
at值 20.872 8.250

aP值 <0.001 <0.001
bt值 11.873 4.181

bP值 <0.001 <0.001

注：at、aP示组内比较检验值；bt、bP示治疗后组间比较检验值。

2.2　PSG 睡眠评估

治 疗 前 ， 两 组 P S G 睡 眠 评 估 无 显 著 差 异

（P>0.05）。治疗后，两组实际睡眠总时长、睡眠效

率、REM 潜伏期均较治疗前提高，睡眠潜伏期、夜

间觉醒次数及夜间觉醒总时间均较治疗前降低，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上述指标改善均

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2.3　PSQI 评分

两组治疗前 PSQI 评分无统计学差异（P>0.05）。

治疗后均较治疗前改善（P<0.05），研究组 PSQI 评

分较对照组低（P<0.05）。见表 3。

2.4　临床疗效

两 组 临 床 疗 效 比 较 ， 研 究 组 优 于 对 照 组

（Z=-2.205，P<0.05）。研究组总有效率为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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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71 .7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 .845，

P<0.05），见表 4。
表3　两组PSQI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研究组 46 16.72±4.69 5.31±2.27 14.852 <0.001

对照组 46 16.58±4.57 8.68±2.94 9.860 <0.001

t值 0.145 6.154 - -

P值 0.885 <0.001 - -

表4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n（％）］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研究组 46 6（13.0） 16（34.8）20（43.5） 4（8.7） 42（91.3）

对照组 46 3（6.5） 12（26.1）18（39.1）13（28.3）33（71.7）

Z/χ2值 -2.205 5.845

P值 0.027 0.016

3　讨论

近年来，米氮平联合 rTMS 在焦虑症的治疗中

得到应用。米氮平是新型抗抑郁药物，其主要作用

机制在于选择性完成对突触前α2 肾上腺素受体、突

触后 5-HT2 及 5-HT3 受体的阻断，进而实现抗焦虑、

抑郁效果。其还可促使去甲肾上腺素、前额叶皮质

多巴胺释放增多，在抗焦虑同时有利于患者睡眠改

善。此外，米氮平具有阻断 H1 受体的效用，对日间

焦虑、夜晚失眠状态有进一步缓解作用。研究表明，

米氮平治疗合并睡眠障碍老年焦虑症效果一定，联

合 rTMS 可能取得更好的疗效［7］。

rTMS 作为神经电生理新型技术，在于对某特定

皮质部位实施重复刺激，其可影响与脑部功能关联的

远隔皮层，并具有皮质重建作用，在精神疾病中应用

广泛。rTMS 可作用于大脑神经递质及其传递，影响

多种受体，改善脑代谢，实现对兴奋性神经元表达的

调节，从而改善焦虑、抑郁症状。老年伴睡眠障碍的

焦虑症患者存在大脑功能障碍的因素主要在于脑部皮

质、皮质下核团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平衡，患者大脑皮

质左侧 DLPFC 表现为功能减弱，右侧 DLPFC 增强［8］。

资料显示，高频 rTMS 可促使患者 DLPFC 被激活，进

行左侧 DLPFC 刺激可有效治疗焦虑症［9］。

本研究发现，研究组治疗 4 周后 SAS、HAMA

评分降低显著，PSG 睡眠评估、PSQI 评分改善显著，

且疗效优于对照组，与以往研究［10］一致，提示老年

焦虑症伴睡眠障碍的联合治疗效果优于单一药物治

疗，其对患者焦虑症状、睡眠状况均可实现显著改

善。邓小鹏等［11］研究也发现，rTMS 联合米氮平治疗

后患者不良反应少，治疗老年伴睡眠障碍焦虑症效

果肯定，支持本研究结果。

综上所述，米氮平联合 rTMS 治疗老年焦虑症

伴睡眠障碍患者效果显著，较单纯应用米氮平更能

改善患者焦虑状态及睡眠质量。本研究仅对米氮平

与 rTMS 联合应用治疗前及治疗 4 周后的数据进行统

计，治疗 1 周、2 周、3 周时的效果未做分析，对于

其起效时间以及远期疗效未与单用米氮平做比较，

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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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PSG睡眠评估比较（x±s）

组别 时间
实际睡眠 

总时长（min）
睡眠 

潜伏期（min）
睡眠 

效率（％）
REM 

潜伏期（min）
夜间觉醒 
次数（次）

夜间觉醒 
总时间（min）

研究组（n=46） 治疗前 266.73±69.87 43.52±15.67 56.72±5.78 51.61±15.44 6.88±2.76 88.72±7.11

治疗后 385.49±78.61 22.38±8.79 79.87±16.13 79.07±18.95 3.34±1.57 35.26±6.19
at值 7.659 7.980 9.164 7.619 7.561 38.462

aP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对照组（n=46） 治疗前 265.85±68.94 43.05±15.45 55.83±5.63 51.98±15.59 6.79±2.68 89.45±7.36

治疗后 321.24±80.98 33.46±16.91 66.43±14.22 62.27±19.41 4.46±2.06 47.82±9.71
at值 3.532 2.840 4.701 2.803 4.675 23.173

aP值 0.001 0.006 <0.001 0.006 <0.001 <0.001
bt值 3.861 3.943 4.239 4.200 2.933 7.398

bP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4 <0.001

注：at、aP示组内比较检验值；bt、bP示治疗后组间比较检验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