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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氮平对慢性酒精中毒周围神经病患者抑郁、焦虑情绪的影响

张　蕴 1 、 徐建可 1 、 高　芬 2 、 韩新生 1

【摘要】目的　观察米氮平对慢性酒精中毒性周围神经病患者的抑郁、焦虑情绪的影响。方法　将

2018 年 1 月 ~2018 年 12 月 64 例在我院接受治疗的慢性酒精中毒性周围神经病患者纳入研究对象，采用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32 例）与对照组（32 例），分别给予米氮平联合治疗与常规治疗，对两组患

者治疗前后下肢神经损害评分（NIS-LL）、神经症状改变评分（NSS）、焦虑（SAS）、抑郁（SDS）评分以

及临床治疗效果进行综合评价。结果　与治疗前相比，两组患者 NIS-LL 评分、NSS 评分均有所降低，

但观察组患者降低幅度更大，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观察组 SAS、SDS 评分优于对照组（P<0.05），

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 VS 对照组为 93.75％VS78.13％，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米氮平能够促进慢性酒精中毒性周围神经病患者神经症状改善，缓解焦虑、抑郁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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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mirtazapine on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alcohol-tox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ZHANG Yun，XU Jianke，GAO Fen，et al. Department of Neurology，Kaifeng Central Hospital，
Kaifeng 47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mirtazapine on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alcohol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randomization，64 patients with chronic alco-

hol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December 2018 were enrolled and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32 cases）and control group（32 cases）. the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treatment，

while the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Mizapine combined routine treatment. The lower extremity neurologi-

cal impairment score（NIS-LL，the neurological symptoms change score，the scores of SAS/SDS and the clinical ef-

ficacy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the NIS-

LL score and NSS scor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decreased，but the level of decrea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SAS and SDS scores of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93.75％）was better than that in in the control 

group（78.13％）（P<0.05）. Conclusion　Mirtazapine can improve the neurological symptoms，alleviat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alcohol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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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酒精中毒患者出现周围神经损害居多，发

病率逐年增高［1］，其周围神经病受损程度与饮酒量、

饮酒时间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等［2］，可伴随行走困

难、肌肉萎缩，严重影响着患者的情绪。本研究在

原来治疗的基础上联合米氮平，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于我院神经内科收集 2018 年 1 月 ~2018 年 12 月

64 例慢性酒精中毒性周围神经病患者病例资料，随

机数字表法实施分组，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32 例。纳

入标准：（1）患者接受临床诊断及 MRI、CT 检查，

证实为慢性酒精中毒性周围神经病，与国际临床诊断

标准相符［3］；（2）研究征得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的同

意，针对研究内容临床科室给予指导与帮助，纳入

对象入组均为自愿，且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1）肝肾功能疾病及确诊为重要脏器疾病者；（2）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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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模糊、认知功能缺陷患者以及精神障碍疾病患者；

（3）因代谢障碍、感染等因素引起的周围神经受损

患者；（4）既往接受过周围神经损害治疗患者；（5）

存在药物过敏史患者；（6）合并免疫系统疾病及血液

系统疾病患者［4］。观察组：男 23 例，女 9 例，年龄为

37~68 岁，平均年龄为（52.5±6.6）岁；对照组：男 22
例，女 10 例，年龄为 35~69 岁，平均年龄为（52.1±

6.5）岁。对两组患者一般资料予以统计学处理差异

不具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维生素 B1（国药准字

H12020030）肌肉注射，100mg/ 次，维生素 B12（国

药准字 H14023321）500mg/ 次，两天 1 次。向患者

说明饮酒的危害性，督促患者戒酒，并对患者予以

心理辅导。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米氮平（国

药准字 H20080101）治疗，15mg/ 次，1 次 /d，于睡

前服用，观察患者用药后是否存在不良反应，若无

异常 1 周后将药物剂量调整为 30mg/ 次，1 次 /d。两

组患者均给予 1 个月治疗。

1.3　观察指标

评估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下肢神经损害评分（NIS-

LL）、神经症状改变评分（NSS）、焦虑（SAS）、抑郁

（SDS）评分以及临床治疗效果。① NIS-LL 评分主要

包括双下肢肌力（0~4 分）、感觉（0~2 分）及腱反射

（0~2 分）三个方面，分值越高，患者神经损害越严

重［5］；② NSS 评分分值为 0~9 分，轻度病变：3~4 分，

中度病变 5~6 分，重度病变 7~9 分［6］；③ SDS、SAS

量表用于对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评估，每个量表均

包括 20 个项目，分值最高为 80 分，以标准分作为评

估依据，标准分 = 总分 ×1.25。>50 分表示存在焦虑、

抑郁心理。分值越高，患者焦虑、抑郁心理越严重［7］；

④疗效评估标准。显效：治疗后患者症状消失或明显

好转，感觉、腱反射恢复正常；有效：症状有所缓解，

神经传导改善，腱反射好转；无效：患者经过治疗病

情无变化，甚至加重。总有效率 = 显效率 + 有效率［8］。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所有数据均在 SPPSS22.0 统计学处理软件上

进行，所有计数资料采用％予以表示，组间差异比较

采用 χ2 值予以检验，用（x±s）表示计量资料，组间

差异性用 t 检验。以 0.05 作为结果判定界限，P<0.05
可判断组间比较具有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前后 NIS-LL、

NSS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 NIS-LL、NSS 评分均有所改善，

优于治疗前（P<0.05），治疗后 NIS-LL、NSS 评分比较

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1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前后NIS-LL、NSS评分比较

（x±s）

组别 例数
NIS-LL评分 NSS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32 13.13±1.31 8.52±1.35 7.32±1.15 3.28±0.41

对照组 32 13.09±1.33 11.41±1.34 7.35±1.04 5.68±1.24

t /  0.197  8.494 1.324     9.804

p /  >0.05 <0.05 >0.05 <0.05

2.2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前后 SAS、SDS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 SAS、SDS 评分较治疗前呈明显下降，

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 SAS、SDS 评

分比较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 2。
表2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前后SAS、SDS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SAS评分 SDS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32 56.26±4.53 32.16±2.53 55.92±7.48 37.37±5.49

对照组 32 57.56±3.16 44.52±4.62 55.89±7.53 50.19±6.28

t /  1.107 8.437 0.284   11.525

P /  >0.05 <0.05 >0.05 <0.05

2.3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临床治疗情况比较

疗效评估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达到

93.75％，高于对照组的 78.13％（P<0.05），有统计

学意义，见表 3。
表3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临床治疗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32 21（65.63） 9（28.13） 2（6.25） 30（93.75）

对照组 32 16（50.0） 9（28.13） 7（21.88） 25（78.13）

χ2 /  /  /  / 10.324

P /  /  / / <0.05

3　讨论

慢性酒精中毒性周围神经病是神经系统常见病，

且患者饮酒量越多、饮酒时间越长，病情越严重，

患者表现为不同程度肢体疼痛、感觉迟钝等，部分

患者甚至出现残疾，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慢性

酒精中毒患者更易出现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影

响家庭和谐及自身生活质量［9］。

米氮平能够对中枢突触前自身及异源 a2- 肾上

腺素受体起到阻滞作用，使去甲肾上腺素、5-HT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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