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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氮平联合西酞普兰治疗抑郁伴睡眠障碍患者的效果观察

王化强 1 、 林　炜 1 、 刘　军 2 、 代春伟 3

【摘要】 目的　探讨米氮平联合西酞普兰治疗抑郁伴睡眠障碍患者的效果。方法　随机数字表法

将 87 例抑郁伴睡眠障碍患者分为两组，单药组 43 例，口服西酞普兰，联合组加用米氮平，对比两

组患者治疗前后抑郁状态、睡眠质量及氧化应激反应和神经递质水平变化情况。结果　联合组 4 周

及 8 周末 HAMD 评分、8 周末 ET-1、丙二醛水平、PSQI 总分及各项评分均低于单药组，NO 及 SOD

水平高于单药组（P< 0.05），两组 8 周末 DA 水平无明显差异（P> 0.05）。结论　米氮平和西酞普兰可

有效调节抑郁伴睡眠障碍患者体内的神经递质及氧化应激水平，改善其睡眠质量和抑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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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mirtazapine combined with citalopram on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on and sleep disorders 
　　WANG Huaqiang，LIN Wei，LIU Jun，et al. Xuchang Central Hospital，Xuchang 46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mirtazapine combined with citalopram in depression patients 

with sleep disorders. Methods　87 major depression patients with sleep disorder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43 patients in the single group received citalopram，while the combination group received mirtazapine and cital-

opram. The depression status，sleep quality and oxidative stress、changes in neurotransmitter level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8w of treatment，The HAMD scores，the level of the ET-1、the level of malondialdehyde and PSQI 

scores in the combin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single group. The levels of NO and SOD were higher than 

the single drug group（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A level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The mirtazapine and citalopram can improve the sleep quality and depression in major depression patients 

with sleep disorders，and can effectively regulate their neurotransmitters and oxidative stress levels.

【Key words】Mirtazapine；Citalopram；Depression with sleep disorders；Oxidative stress response；Neurotrans-

mitters

抑郁症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存及生活质量［1］。抑

郁症患者中约有 80％左右伴有睡眠障碍［2］，两者相

伴发生且互相影响，故常选用具有镇静效果的抗抑

郁药物，以在缓解其抑郁及躯体症状的同时改善其

睡眠质量，从而提高疗效［3］。本研究探讨米氮平联

合西酞普兰用于抑郁伴睡眠障碍患者的治疗效果，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7 年 3 月 ~2018 年 3 月收治的 87 例

伴睡眠障碍的抑郁症患者，均表现为情绪的持久性

低落、缺乏日常活动兴趣等情绪、行为及意志改变，

符合相关诊断标准［4］，伴有睡眠障碍，近期无相关

药物服用史，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严重重要器官

病变，已有或伴严重自杀倾向及药物禁忌者。随机

数字表法将其分为 2 组，单药组 43 例，男 17 例，女

26 例；年龄 24~57 岁，平均（36.41±10.36）岁；病

程 7~24 个月，平均（15.95±5.31）个月，联合组 44
例，男 20 例，女 24 例；年龄 25~60 岁，平均（37.03
±10.25）岁；病程 8~27 个月，平均（16.05±5.47）

个月，两组一般资料无统计学差异（P>0.05），有可

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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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睡眠质量的比较（分，x±s）

组别 时间 总分 入睡时间 睡眠时间 睡眠质量 睡眠效率 睡眠障碍 日间功能 催眠药物

单药组（n=43） 治疗前 15.95±4.04 2.49±0.41 2.55±0.37 2.51±0.46 2.14±0.84 2.04±0.83 1.97±0.77 2.21±0.49

8w末 12.47±6.47c 1.96±0.52c 1.91±0.66c 1.93±0.58c 1.66±0.31c 1.74±0.66c 1.67±0.58c 1.54±0.58c

联合组（n=44） 治疗前 16.07±4.62 2.51±0.44 2.59±0.30 2.54±0.43 2.16±0.77 2.04±0.84 2.01±0.75 2.18±0.53

8w末 7.73±5.58cd 1.08±0.51cd 1.17±0.73cd 1.01±0.62cd 1.03±0.70cd 0.91±0.53cd 0.88±0.64cd 1.04±0.48cd

注：组内比较，cP<0.05；组间8w末比较，t =4.4693，6.9684，5.6259，7.1438，5.4482，6.475，6.0287，4.3848，均dP=0.0000＜0.05。

1.2　方法

单药组患者口服艾司西酞普兰片（国药准字

H20143391），初始 10mg/ 次，1 次 /d，后视患者情

况，酌情对剂量进行调整，最大日剂量需≤ 20mg。

联合组于此基础上联合口服米氮平片（国药准字

H20041656），初始 15mg/ 次，1 次 /d，1w 末剂量调

整至 30mg/ 次，1 次 /d，两组均治疗 8w。

1.3　观察指标

（1）HAMD 抑郁评分：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4w

及 8w 末参照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进行抑郁程度评分，

共 17 项、68 分，评分越高，越严重。（3）睡眠质量：

治疗前及 8w 末，参照匹兹堡睡眠指数量表（PSQI）

对两组患者睡眠效果、睡眠质量、睡眠时间、入睡

时间、日间功能、催眠药物及睡眠障碍等进行评分，

每项 0~3 分，共 21 分，分数越低者睡眠质量越佳。

（3）神经递质水平：治疗前及 8w 末以酶联免疫吸附

法测量两组患者血清去甲肾上腺素（NE）、5- 羟色

胺（5-HT）及多巴胺（DA）水平并作比较。（4）应

激状态：治疗前及 8w 末分别对两组血浆内皮素 -1
（ET-1）、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一氧化氮（NO）

及丙二醛水平进行检测与对比。

1.4　统计方法

文中数据采用 SPSS 21.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

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 χ2 值进行检验，计

量资料采用（x±s）表示，t 检验，P<0.05 认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HAMD 评分

治疗 4w 及 8w 末联合组 HAMD 评分均低于单药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HAMD评分比较（分，x±s）

组别 n 治疗前 4w末 8w末

单药组 43 29.07±6.04 14.74±3.83 12.49±4.36

联合组 44 29.19±6.13 10.26±3.71a 9.01±3.73b

注：组间4w末比较，t =5.542，aP=0.0000，组间8w末比较，

t =4.2369，bP=0.0000。

2.2　睡眠质量

联合组 8w 末 PSQI 总分及各项评分均低于单药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神经递质水平

联合组 8w 末 5-HT 及 NE 水平均高于单药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 DA 水平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2.4　氧化应激反应水平

联合组 8w 末 ET-1 及丙二醛水平低于单药组，

NO 及 SOD 水平高于单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4。

表3　两组神经递质治疗前后水平比较（x±s）

组别 时间 5-HT（ng/mL） NE（pg/mL） DA（ng/L）

单药组（n=43）治疗前 45.92±8.81 97.17±31.73 28.57±3.61

8w末 128.43±22.76e 109.96±53.54 31.84±3.73

联合组（n=44）治疗前 45.74±8.68 96.89±33.47 28.49±4.13

8w末 153.18±23.14ef 131.61±54.66ef 31.91±3.31

注 ：组内比较，eP<0 .05，组间8w末比较，t =5 .0285，

1.8659，fP=0.0000，0.0328＜0.05。

表4　两组氧化应激反应治疗前后水平比较（x±s）

组别 时间 NO（μmoL/L） 丙二醛（μmoL/L） ET-1（ng/L） SOD（μU/L）

单药组（n=43） 治疗前 43.81±3.67 6.38±3.83 86.37±12.93 71.52±3.68

8w末 50.69±3.58g 6.07±3.39g 71.58±10.84g 75.45±3.37g

联合组（n=44） 治疗前 43.78±3.39 6.41±3.75 87.87±13.07 71.47±3.97

8w末 59.13±3.46gh 3.46±3.31gh 55.95±10.27gh 81.91±4.02gh

注：组内比较，gP<0.05，组间8w末比较，t =11.1821，3.6335，6.9053，8.1133，hP=0.0000，0.0002，0.0000，0.00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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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抑郁症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目前认为与

5-HT、NE 及 DA 等发生的生化功能异常改变有关［5］。

而其伴发睡眠障碍的病因亦尚未清楚，有学者认

为，人脑桥中存在于篮斑核尾的乙酰胆碱和去甲肾

上腺素神经元可调节人快动眼睡眠时相（REM），中

缝核中的 5-HT 神经元可调节人非快动眼睡眠时相

（NREM），抑郁症患者相应部位的 NE、DA 及 5-HT

等水平低下或传递障碍或相应部位发生结构异常，

导致其睡眠障碍的发生［6］。由此可见抑郁和睡眠障

碍具有共同的病理基础。

西酞普兰是一种 5-HT 再摄取抑制剂，适用于

非内源性及内源性等多种抑郁症的治疗［7］。米氮平

可对神经中枢突触前膜上的α2 受体产生阻断效果，

促进人体释放 5-HT 和 NE，使突触间隙内的 NE 及

5-HT 水平升高，并使其与脑内相应递质的特异性受

体作用增强，从而发挥抗抑郁效果；还可结合中枢的

5-HT2、5-HT3 等受体，对 5-HT 的体内功能产生调

节效果，进而发挥促睡眠和抗焦虑作用［8］。

本研究结果发现：联合组患者治疗 4w 及 8w 末

HAMD 评分均低于单药组，8w 末 ET-1 及丙二醛水

平低于单药组，NO 及 SOD 水平高于单药组，此与

郭洪林等人研究结果一致［10］。说明米氮平和西酞普

兰可有效改善抑郁伴睡眠障碍患者体内的氧化应激

水平，抑郁症状。抑郁伴睡眠障碍患者体内存在蛋

白激酶 C 及肾素 - 血管紧张素系统等的异常激活状

态［9］，使其体内大量释放氧化应激产物，进而使其

氧自由基清除能力和抗氧化酶的活性水平下降，细

胞器被进一步损害，疾病进一步加重，故改善其体

内的氧自由基清除能力和相关抗氧化酶的活性，利

于该病的缓解与治疗。

本研究还发现：8w 末 5-HT 及 NE 水平均高于

单药组，DA 水平与单药组无明显差异，PSQI 总分

及各项评分均低于单药组，说明米氮平和西酞普兰

可有效调节抑郁伴睡眠障碍患者体内的神经递质水

平，改善其睡眠质量。米氮平还可选择性的作用于

5-HT1，导致中缝核中相关神经元突触间隙的 5-HT

水平升高，进而调节人的 NREM，而阻断突触前膜

α2 受体，可改善篮斑核尾去甲肾上腺素神经突触间

隙 NE 水平，改善与其有关的电生理及大脑的觉醒与

关注等活动，使 REM 的次数、潜伏期及深睡眠时间

增加，此外，其还可较高亲和力的与 H1 受体结合，

产生一定镇定效果，故可快速缓解抑郁状态的同时，

从多方面使伴睡眠障碍的抑郁患者睡眠结构和质量

从主观及客观上得到改善［11］。

综上所述，西酞普兰和米氮平联合用于抑郁伴

睡眠障碍患者的治疗，可有效改善其体内相关神经

递质和氧化应激水平，提高其睡眠质量。同时可显

著改善抑郁症状。但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特别是

观察时间不够长，对长期联合使用的不良反应缺乏

观察，后续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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