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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洛西汀与舍曲林治疗伴有躯体症状的老年性抑郁症的疗效评价

陈丽萍 1 、 章明杰 2 、 郭　操 1 、 周　芳 1 、 丁兆生 1 

【摘要】目的　比较度洛西汀与舍曲林治疗伴有躯体症状的老年性抑郁症的效果。方法　 60 例

伴有躯体症状的老年性抑郁症患者随机分为度洛西汀组（n=30）和舍曲林组（n=30），采用汉密尔

顿抑郁量表（HAMD）、不良反应量表（TESS）评价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临床治疗效果及不良反应。

结果　度洛西汀组患者治疗后的焦虑、睡眠障碍、认知障碍等 HAMD 评分均显著低于舍曲林组

（P< 0.05）；度洛西汀组患者治疗后 4 周、6 周 TESS 评分较显著低于舍曲林组（P< 0.05）；度洛西汀组

治疗后总有效率为 86.7％，与舍曲林组的 80.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度洛西汀组患者的心

慌、体重下降、口干、便秘等躯体不适发生率明显低于舍曲林组（P< 0.05）。结论　度洛西汀与舍

曲林治疗伴有躯体症状的老年性抑郁症效果相近，但度洛西汀起效更快，能够减轻患者副反应，缓

解患者的躯体不适症状，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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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icacy of duloxetine and Sertraline in the treatment of senile depression with somatic symptoms 
　　CHEN Liping，ZHANG Mingjie，GUO Cao，et al. Department of Pharmacy，Jiangsu Provincial Rongjun Hospi-
tal，Wuxi 214035，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ect of duloxetine and sertraline in the treatment of senile depression 

with somatic symptoms. Methods　60 cases of senile depression patients with somatic symptoms were randomly di-

vided into duloxetine group（n=30）and sertraline group（n=30）. Hamilton Rating Scale for Depression（HAMD）

and Treatment Emergent Side-Effect Scale（TESS）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treatment efficacy and adverse effects. 

Results　The HAMD scores of duloxetine group，such as anxiety，sleep disorders，cognitive impairment were sig-

nificantly lower than sertraline group（P<0.05）. The TESS scores of duloxetin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sertraline group after treatment for 4 and 6 weeks（P<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86.7％ in duloxetine group，

which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80％ in sertraline group（P>0.05）. The incidence of body discomfort，

such as palpitation，weight loss，dry mouth and constipation in duloxetin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sertraline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efficacy of duloxetine and sertraline in the treatment of senile depression 

with somatic symptoms is similar，but duloxetine has faster onset，can reduce the side effects and promote the relief of 

physical symptoms，and is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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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临床上一种极为常见的精神科疾病，抑郁

症指的是以持久心境低落为主要表现的心境障碍疾

病，其具有较高的发病率与复发率［1］，目前已经成

为威胁人类身心健康的全球第 4 大致残性疾病。大

部分抑郁症患者伴随不同程度躯体症状，不易缓解，

为临床治疗增加了难度。通常，抑郁症患者伴随非

特异性躯体症状或自主神经系统症状［2］，但无相应

躯体疾病能够对其进行解释。目前，临床对伴有躯

体症状的老年性抑郁症患者常见治疗药物有度洛西

汀、舍曲林［3］，为比较两种药物疗效，研究收集我

院 60 例伴有躯体症状的老年性抑郁症患者的病例资

料予以分析，对研究结果予以总结与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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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纳入的 60 例伴有躯体症状的老年性抑郁症

病例资料来源于 2016 年 1 月 ~2017 年 12 月我院精神

科，分组方法为随机数字表法，度洛西汀组与舍曲

林组各 30 例。度洛西汀组：男 17 例，女 13 例，年

龄为 57~84 岁，平均年龄为（71.5±6.6）岁，病程

为 10 个月 ~3 年，平均病程为（1.2±0.4）年；舍曲林

组：男 16 例，女 14 例，年龄为 58~86 岁，平均年龄

为（71.1±6.5）岁，病程为 9 个月 ~3 年，平均病程

为（1.3±0.1）年。纳入标准：（1）对所有入选病例

给予临床诊断及相关检查，诊断结果与国际抑郁症

临床诊断标准相符［4，5］；（2）该研究得到医学伦理会

的认可（批准号：RYLL2018003），并征得了临床科

室的支持，入组患者均对研究知情、同意，入组均

为自愿，并按照要求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3）以

躯体不适为主要临床表现的抑郁症患者。排除标准：

（1）伴随严重脏器官疾病以及肝肾功能不全患者；

（2）认知功能障碍及智力障碍患者；（3）存在严重

自杀倾向患者；（4）躯体疾病或精神活性物质所致

的心境障碍患者；（4）存在药物依赖或滥用史患者；

（5）妊娠期及哺乳期妇女。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P>0.05，存在比较的可行性与合理性。

1.2　方法

舍曲林组：给予舍曲林（国药准字 H10980141）

口服治疗，初始剂量以 50mg/d 为宜，1 次 /d，根据

患者病情程度逐渐增加剂量至 100~200mg/d，平均剂

量 150mg/d。度洛西汀组：给予度洛西汀（国药准字

H20150287）治疗，初始剂量以 60mg/d 为宜，1 次

/d，于早饭后服用，根据患者病情逐渐增加剂量至

60~120mg/d，平均剂量 90mg/d。按两药说明书的最

大剂量来计算两药的等效剂量（抗抑郁作用：舍曲林

50mg 相当于度洛西汀 30mg），两组患者均给予为期

6 周治疗。

1.3　观察指标

对 两 组 患 者 治 疗 前 后 各 项 抑 郁 因 子 评 分

（HAMD）、副反应评分（TESS）以及临床治疗效果

进行综合评价。HAMD 包括焦虑 / 躯体化、睡眠障

碍、认知障碍等 5 个条目，分值越高，症状越严重［6］。

TESS 评分主要用于对患者副反应的评估，分值越高，

副反应越严重［7］。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中相关计算均在统计学软件 SPSS20.0 上进

行，计数资料予以 χ2 检验，计量资料用 t 检验。将

0.05 作为界定值，当 P<0.05 时说明组间比较的统计

学是有意义的。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HAMD 各因子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HAMD 各因子评分差异不

大（P>0.05），统计学无意义；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HAMD 各因子评分都降低，度洛西汀组比舍曲林组

降低更明显，统计学有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HAMD各因子评分比较（x±s）

组别
度洛西汀组（n=30） 舍曲林组（n=30）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焦虑/躯体化 1.8±1.1 0.8±0.2*△ 1.7±1.2 1.2±0.4*

睡眠障碍 1.9±0.7 0.9±0.4*△ 1.8±0.4 1.2±0.2*

认知障碍 1.9±1.2 0.9±0.6*△ 1.8±0.3 1.1±0.3*

体质量 1.2±0.2 0.3±0.1*△ 1.1±0.7 0.8±0.3*

阻滞 2.4±0.2 0.8±0.6*△ 2.2±0.4 1.2±0.5*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舍曲林组比较，△

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TESS 评分比较

治疗第 1 周、第 2 周两组患者 TESS 评分差异

不具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第 4 周、第 6
周，度洛西汀组患者 TESS 评分显著低于舍曲林组

（P<0.05），统计学有意义，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TESS评分比较（x±s）

组别 第1周 第2周 第4周 第6周

度洛西汀组（n=30） 8.02±2.34 7.66±2.32 5.36±2.15 4.42±1.36

舍曲林组（n=30） 9.14±2.23 8.12±1.24 8.77±3.35 6.88±4.26

t 0.494 1.203 7.658 6.780

P >0.05 >0.05 <0.05 <0.05

2.3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情况比较

治疗后对疗效予以随访与评估，可以发现度洛

西汀组显效 20 例，有效 6 例，总有效率为 86.7％，

与 舍 曲 林 组 的 8 0 ％ 比 较 ，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情况比较

组别
显效例数
（率％）

好转例数
（率％）

无效例数
（率％）

总有效率
例数（率％）

度洛西汀组（n=30） 20（66.7） 6（20.0） 4（13.3） 26（86.7）

舍曲林组（n=30） 18（60.0） 6（20.0） 6（20.0） 24（80.0）

χ2 / / / 1.207

P / /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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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两组患者躯体不适发生情况比较

经过治疗，度洛西汀组患者的心慌、体重下降、

口干 、便秘等躯体不适发生率明显低于舍曲林组

（P<0.05），统计学有意义，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躯体不适发生情况比较

组别
心慌例数
（率％）

体重下降
例数（率％）

口干例数
（率％）

便秘 
例（率％）

度洛西汀组（n=30） 3（10.0） 2（6.7） 4（13.3） 3（10.0）

舍曲林组（n=30） 8（26.7） 6（20.0） 9（30.0） 10（33.3）

χ2 9.037 6.306 8.426 11.294

P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研究显示，抑郁症患者多伴随不同程度躯体症

状，在任何部位都有可能发生，具有一定的不稳定

性。世界卫生组织报道，60％抑郁症患者在就诊时

主诉存在躯体症状，常见的有疼痛、焦虑等，其与

患者精神压力有着密切的相关性［8，9］。大部分患者

多因躯体症状到综合医院就诊，一般难发现器质性

病变，容易延误治疗。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抑郁

症与患者神经元突触间隙 5- 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

浓度下降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0］。目前临床中对抑

郁症的治疗主要是通过药物对去甲肾上腺素及 5- 羟

色胺浓度进行干预进而达到治疗目的［10-11］。作为一

种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舍曲林能够促进脑内去

甲肾上腺素增加，进而发挥抗抑郁疗效，具有较强

的再摄取抑制功效。度洛西汀则兼具去甲肾上腺素

与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两种功效，对去甲肾上腺

素及 5- 羟色胺具有显著提升作用，起效速度快，疗

效显著。本研究患者接受度洛西汀或舍曲林治疗后，

两组患者的 HAMD 各项因子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

且度洛西汀组显著低于舍曲林组，治疗后 4 周、6 周

TESS 评分度洛西汀组也较舍曲林组低（P<0.05）。

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比较，度洛西汀组稍高，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两种药物均能够对抑郁症

起到良好的疗效。度洛西汀组患者的心慌、体重下

降、口干 、便秘等躯体不适发生率明显低于舍曲林

组（P<0.05），说明该治疗方式更能够促进患者躯

体症状的缓解。有学者在研究中对 34 例伴随躯体

症状抑郁症患者给予度洛西汀治疗，结果显示该组

患者治疗后抑郁评分明显改善，治疗总有效率达到

88.2％［12］，与本次研究结果相近。

综上所述，对伴随躯体症状的老年抑郁症患者

给予度洛西汀治疗，效果显著，副反应少，有利于

抑郁症状及躯体症状缓解，可广泛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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