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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酞普兰联合米氮平对重度抑郁症伴睡眠障碍患者的睡眠质量、生活质量
及氧化应激水平的影响

郭洪林 、 张月良 、 杨晓琴 、 吴　敏

【摘要】目的　探讨西酞普兰联合米氮平对重度抑郁症伴睡眠障碍症患者睡眠质量、生活质量及

氧化应激水平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 ~2017 年 1 月于本院诊治重度抑郁症伴睡眠障碍症患

者 60 例，根据随机数字法将患者分成联合组和单药组，各 30 例，单药组给予西酞普兰治疗，联合

组在此基础上给予米氮平治疗，均连续治疗 6 周，对比分析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睡眠质量、生活质量

及氧化应激平变化情况。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睡眠中质量、生活质量、氧化应激水平均无明显差

异（P>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PSQI 7 个因子（评分及总分较治疗前均降低，联合组患者评分均低

于单药组，生活质量量表中的总症状评分及日常生活评分均高于单药组，超氧化物歧化酶及一氧化

氮水平均高于单药组，丙二醛及血浆内皮素 -1 低于单药组，上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西酞普兰联合米氮平能有效提高重度抑郁症伴睡眠障碍症患者睡眠质量、生活质量，并降低

体内的氧化应激水平，值得临床作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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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mirtazapine combined with escitalopram oxalate on sleep quality，quality of life and oxida-
tive stress levels of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complicated with sleep disorder　　GUO Honglin，
ZHANG Yueliang，YANG Xiaoqin，et al. 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Panzhihua in Sichuan Province，Panzhihua 
617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mirtazapine combined with escitalopram oxalate on sleep quality，

quality of life and oxidative stress levels of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nd sleep disorder s. Methods　60 pa-

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complicated with sleep disorder were selected from January 2015 to January 2017 in 

our Hospital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method，all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30 cases）

and control group（30 cases），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mirtazapine combined with escitalopram oxalate，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mirtazapine only. All patients were treated for 6 weeks. The quality of sleep，quality of life and 

the change of oxidative stress i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quality，quality of life，and oxidative stress levels i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herapy（P>0.05）. 

After treatment，PSQI seven factors scores and total scores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all decreased，and the param-

eter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total symptom scores and daily life scores in 

QOL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levels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and nitric 

oxid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hyperpropylene dialdehyde and plasma en-

dothelial–1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mentioned above were all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0.05）. Conclusion　Mirtazapine combined with escitalopram oxalat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leep quality，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complicated with sleep disorder and reduce the 

oxidative stress levels as well，thus，it’s worth for further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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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一种高发病率、高自杀、自残率的精

神疾病，目前认为其发病机制主要之一是中枢神经

元突触间隙 5- 羟色胺及去甲肾上腺素神经递质功能

降低有关。重度抑郁症患者主要表现出情绪低落、

兴趣乐趣丧失，存在精神病性症状或自杀自伤观念

等。有研究显示，严重抑郁症患者往往伴有睡眠障

碍［1］。睡眠障碍是抑郁症临床核心症状之一，抑郁

症的病情越重伴发睡眠障碍的可能性越高，抑郁症

与失眠的关系如此密切，治疗更是复杂［2］。西酞普

兰是一种高选择性 5- 羟色胺再摄取制剂（SSRIs），

能抑制中枢神经元对 5- 羟色胺的再摄取，使 5- 羟

色胺能神经的功能增强，而能治疗抑郁症［3］。米氮

平是具有双重作用机制的抗抑郁药，对去甲肾上腺

素能和特异性 5- 羟色胺能都有作用，选择性阻断 5-

羟色胺、ａ 2- 和 H1 受体，既能抗抑郁治疗也能改

善睡眠质量［4］。故本研究对重度抑郁症伴睡眠障碍

症患者给予西酞普兰联合米氮平治疗，探讨其对患

者睡眠质量、生活质量及氧化应激水平的影响，为

临床提供实用、科学合理的循证医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5 年 1 月 ~2017 年 1 月于本院诊治重度

抑郁症伴睡眠障碍症患者 60 例，根据随机数字法将

患者分成联合组和单药组，各 30 例。纳入标准：（1）
符合国际疾病分类（ICD-10）中关于重度抑郁发作的

诊断标准，伴发睡眠障碍，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

表（PSQI）>7 分；（2）年龄 >18 岁，2 个月内未服用

SSRIs 类药物；（3）患者或患者监护人均在知情下签

署同意书。排除标准：（1）最近两个月服用过激素类、

抗抑郁药、抗精神病药等；（2）对西酞普兰及米氮平

过敏者；（3）具有严重自杀倾向者或已有自杀、自伤

行为患者；伴有严重的精神病性症状的患者；（4）伴

有严重心、脑等器质性、躯体性或免疫系统疾病者。

联合组：男性 12 例，女性 18 例，年龄 26~64 岁，平

均年龄（35.86 ±10.86）岁，病程 10~26 个月，平均

病程（16.75±6.51）个月，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17 项

（HAMD-17）项版本总分为 20.3~28.5 分，平均（24.42
±2.45）分；单药组：男性 15 例，女性 15 例，年龄

22~61 岁，平均年龄（34.43 ±9.54）岁，病程 6~28 个

月，平均病程（17.44±6.861）个月，HAMD 总分为

20.5~29.2 分，平均（24.32±2.78）分。本研究通过本

院伦理委员审核批准，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

HAMD 评分等临床资料均无明显差异（P>0.05）。

1.2　治疗方法

（1）单药组：给予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批准文

号：国药准字 J20150119，规格：10 mg）口服治疗，起

始剂量为 10mg，每晚一次，往后根据患者的个体反

应，每日最大剂量可以增加至 20mg，连续治疗 6 周。

（2）联合组：在单药组基础上加用米氮平片（注

册证号：国药准字 J20150132，规格：30 mg）口服治

疗，起始剂量为 15mg，每晚 1 次，1 周后增加剂量

为 30mg/ 次，连续治疗 6 周。

1.3　指标观察

（1）睡眠质量评价［5］：于治疗前后，采用匹兹

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ittsbui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进行评价，包括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

时间、睡眠效果、睡眠障碍、催眠药物、日间功能

7 个指标，每个指按 0~3 分计分，累积各指标得分为

总分，总分满分为 21 分，总分数越高表示睡眠质量

越差，PSQI 总分＞ 7 分届定为有睡眠障碍。经过相

关专家评估，其内部一致性的 Cronbach’α效度系数

为 0.821，信度系数为 0.832。

（2）生存质量评价［6］：治疗 6 周采用生存质量

量表（ＱＯＬ）进行评估，包括两方面（总症状评分

和日常生活评分），每项总分为 10 分，其中总症状

评分包括食欲、精神、睡眠、疲乏、疼痛 5 个维度，

每个维度总分为 2 分，分数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高。

经过相关专家评估，其内部一致性的 Cronbach’α效

度系数为 0.814，信度系数为 0.830。

（3）氧化应激反应指标：于治疗前后统计分析

所有患者氧化应激指标水平变化，包括血清超氧化

物歧化酶、丙二醛、血浆内皮素 -1 及一氧化氮，超

氧化物歧化酶、一氧化氮水平升高，表示其抗氧化

应激反应能力升高，丙二醛及血浆内皮素 -1 水平降

低表示机体氧化应激反应水平降低。

1.4　统计学数据处理

采用 SPSS21.0 统计学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x
±s）表示，比较经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n，％）

表示，比较经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PSQI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 PSQI 各因子分及总分，组间无

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 PSQI 7 个因子评分及总

分较治疗前均降低，且联合组患者评分均低于单药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8 年第 45 卷第 5 期- 860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联合组治疗前后总症状评分依次为 4.43±1.22，

6.83±1.60。治疗前后日常生活评分依次为 3.33±

0.80，6.82±1.60；单药组治疗前后总症状评分依次为

4.54±1.4，5.25±1.20，治疗前后日常生活评分依次

为 3.21±0.90，5.07±1.08。治疗前两组患者总症状评

分及日常生活评分组间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

后两组患者的ＱＯＬ评分较治疗前均升高，且联合组

均高于单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氧化应激反应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氧化应激反应指标水平，组间无

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联合组超氧化物歧化酶及

一氧化氮水平均高于单药组，丙二醛及血浆内皮素 -1
低于单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PSQI评分比较（x±s，分）

PSQI
联合组（n=30） 单药组（n=30）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睡眠质量 2.50±0.70 1.25±0.60ab 2.55±0.73 1.90±0.63a

入睡时间 2.46±0.82 1.36±0.75 ab 2.52±0.71 2.25±0.68 a

睡眠时间 2.50±0.60 1.30±0.88 ab 2.56±0.63 1.82±0.71 a

睡眠效率 2.12±0.92 1.17±0.76 ab 2.17±0.85 1.63±0.72 a

睡眠障碍 2.10±0.74 0.90±0.54 ab 2.02±0.82 1.72±0.68 a

催眠药物 2.15±0.96 1.08±0.43 ab 2.20±0.89 1.50±0.72 a

日间功能 1.90±0.82 0.90±0.85 ab 2.00±0.72 1.70±0.65 a

总分 14.86±5.06 7.60±5.36 ab 16.14±4.99 14.00±6.53 a

注：与治疗前比较，aP<0.05，组间比较，bP<0.05。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氧化应激反应水平比较比较（ ±s）

组别 例数
超氧化物歧化酶（μU·L－1） 丙二醛（c/ μmol·L－1） 血浆内皮素-1（/ng·L－1） 一氧化氮（c/ μmol·L－1）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联合组 30 71.26±3.24 79.41±4.25 6.45±3.52 3.52±3.42 85.42±12.65 58.76±10.48 44.85±3.75 57.32±3.35

单药组 30 71.64±4.12 74.57±3.49 6.36±3.74 6.10±3.41 88.36±13.48 72.45±11.68 43.76±3.82 49.75±3.45

t 0.40 4.82 0.10 2.93 0.87 4.78 1.12 8.62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抑郁症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以“情绪低落，思

维迟缓及意志活动减退”为核心症状的心境障碍类疾

病，如不能及时得到治疗和干预病情会不断的进展

恶化达到重度抑郁症。有研究显示［7］，有 80％左右

的抑郁症患者伴有失眠症状，抑郁性失眠障碍是抑

郁症患者最常见的临床表现之一，尤其是重度抑郁

症患者，两者常互为因果，抑郁性失眠不仅会严重

影响患者学习和工作，甚至导致患者出现社会功能

缺陷或自杀自伤行为，因而备受精神科医师的关注。

失眠是抑郁症的新发或复发的危险因素，临床上较

为常用的治疗模式是标本兼治，治本为抗抑郁治疗，

治标为镇静催眠药辅助治疗，因此具有镇静作用的

抗抑郁药是抑郁症伴有失眠治疗的一线药物［8］。

本研究结果中显示，两组患者治疗后 PSQI 7 个

因子（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

睡眠障碍、催眠药物及日间活动）评分及总分较治

疗前均降低，联合组患者降低程度高于单药组。因

去甲肾上腺素受体拮抗药和选择性 5- 羟色胺再摄取

抑制剂是临床常用的抗抑郁药物，通过增强中枢的

去甲肾上腺素和 5- 羟色胺的功能活性，而改善患者

抑郁状态及睡眠质量［9］。西酞普兰是一种选择性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能升高突触间隙内 5- 羟色胺

含量，增强中枢 5- 羟色胺能神经的功能，而能达到

抗抑郁及改善睡眠的治疗效果。西酞普兰不会干扰

肾上腺素、胆碱、组胺和 GABA 受体，也不会抑制

CYP450 酶，与其他药物之间相互作用较少［10］。米氮

平阻断 а2 肾上腺素能受体，使突触间隙去甲肾上腺

素和 5- 羟色胺的释放和神经递质传递增加，提高大

脑内的 5- 羟色胺水平，而能达到迅速抗抑郁的效果；

同时对 H1 受体有较高的亲和力，具有一定的镇定作

用，而能改善患者睡眠。有研究显示，米氮平能有

效缩短睡眠潜伏期，延长睡眠时间，提高睡眠效率，

改善整体的睡眠质量。本研究中发现，联合组患者

治疗 6 周后生活质量高于单药组，主要改善了患者

食欲、精神、睡眠、疲乏、疼痛及日常生活能力。

重度抑郁症伴睡眠障碍症导致患者肾素 - 血管紧张

素系统和蛋白激酶 C 的异常激活、氧化应激产物释

放增加，损伤细胞器，导致机体抗氧化酶活性及清

除氧自由基的能力下降。本研究结果中发现，治疗

后联合组患者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及一氧化氮水平

明显提高，丙二醛及血浆内皮素 -1 明显降低，而单

药组无明显改善，提示西酞普兰联合米氮平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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