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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莫西汀对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合并焦虑患儿的效果

陈振辉 1 、 李　霞 1 、 韩　立 2 、 王明光 3

【摘要】目的　探讨托莫西汀治疗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合并焦虑患儿的效果。方法　随

机数字表法将 97 例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合并焦虑患儿分为 2 组，常规组 48 例口服哌甲酯进行治疗，

观察组 49 例予托莫西汀口服治疗，对比两组治疗 1 月末焦虑及 ADHD 症状评分、相关神经因子水平

和安全性。结果　观察组治疗 1 月末患儿 ADHD 症状评定分量表及总量表评分、SCARED 量表中学

校恐怖症、分离性焦虑、广泛性焦虑、躯体惊恐症及社交恐怖症各项评分及不良反应发生率均低于

常规组，NE、DA 及皮质醇水平均高于常规组（P< 0.05）。结论　托莫西汀可改善 ADHD 合并焦虑患

儿 NE、DA 水平，缓解其 ADHD 及焦虑相关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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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atomoxetine on children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nd anxiety 
　　CHEN Zhenhui，LI Xia，HAN Li，et al. Nanyang Central Hospital，Nanyang 47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omoxetine in children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

order（ADHD）and anxiety. Methods　A total of 97 children with ADHD and anxiet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48 patients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oral methylphenidate.49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oral tomoxetine. Anxiety and ADHD symptom scores，associated neurotrophic 

levels and safet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 Results　The scores of the ADHD symptoms scale，the SCARED 

school phobia，the separation anxiety，the generalized anxiety，the somatic panic disorder and the social phobia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while the levels of NE，DA and cortisol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P<0.05）. Conclusion　Tomoxetine can improve the levels of NE and DA in 

children with ADHD and anxiety，and relieve the symptoms of ADHD and anxiety，which is safe and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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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在儿童中的发病率

可达 3％~7％，男性多于女性［1］，该病可致患儿发

生焦虑、抑郁情绪、认知力缺陷、执行及学习困难

等，严重影响其社交、生活及学习。故有效、安全

的治疗方案十分必要［2］。本研究探讨托莫西汀治疗

ADHD 合并焦虑患儿的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7 月 ~2018 年 7 月我院收治的 97 例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合并焦虑患儿，均在＞多于 2 个

场合表现出多动冲动及注意力不集中等表现，符合

ADHD 及焦虑相关诊断标准［3］，均病程持续半年以

上，智商正常，监护人或其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精神分裂、孤独症、有进行其他治疗药物及本

研究药物禁忌者。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 2 组，常

规组 48 例，男 35 例，女 13 例；年龄 6~13 岁，平均

（8.51±1.46）岁；病程 8 个月 ~6 年，平均（3.47±

1.12）年，观察组 49 例，男 37 例，女 12 例；年龄

7~13 岁，平均（8.71±1.26）岁；病程 10 个月 ~6 年，

平均（3.61±1.19）年，两组一般资料无统计学差异

（P>0.05），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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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相关神经因子

观察组患者 1 月末 NE、DA 及皮质醇水平均高

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儿相关神经递质因子治疗前后水平比较（x±s）

组别 时间 NE（ng/L） DA（pmol/L） 皮质醇（mmoL/L）

观察组（n=49） 治疗前 2.03±0.28 586.61±12.65 161.93±49.29

1月末 2.79±0.23ef 929.46±14.79ef 296.46±74.53. ef

常规组（n=48） 治疗前 2.08±0.35 591.34±11.87 163.18±48.57

1月末 2.45±0.19e 801.54±15.96e 258.52±81.18e

注：组内比较，eP<0.05；组间1月末比较，t =8.6601，

40.9558，2.3985，fP=0.0000，0.0000，0.0092＜0.05。

2.4　安全性

观察组发生嗜睡、食欲下降、发热、头晕、乏力

及腹痛各 1例，不良反应发生率 12.24％（6/49），常规

组出现头痛、嗜睡、乏力各 1例，头晕、发热各 2例，

腹痛 3 例，食欲下降 4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 29.17％

（14/4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94＜ 0.05）。

3　讨论

ADHD 发病与大脑额前叶、基底神经核及尾状核

等区域血流相对减少及脑内多巴胺（DA）及去甲肾上

腺素（NE）等神经递质出现失衡有关［5］，常用治疗药

物包括选择性去甲肾上腺素再射取抑制剂和中枢兴奋

 常规组予哌甲酯（国药准字 H11020678）初始

5mg/ 次，早餐及午餐前各服 1 次，后视情况酌情每

周剂量递增 5~10mg，日总剂量≤ 40mg，观察组口

服托莫西汀（注册证号 H20160115），体重低于 70kg

患儿，初始 0.5mg/kg，日 2 次，3d 后视情况调整剂

量，最多调整为 1.2mg/kg；体重超过 70kg 患儿，初

始以日两次服用总剂量 40mg 口服，3d 后酌情调整

总剂量至 80mg，均进行治疗 2 个月。

1.3　观察指标 

（1）ADHD 症状改善情况：采用 ADHD 症状量

表对两组患儿进行症状评分，其共 18 条，其中多动

冲动及注意缺陷症状各 9 条，每条分为 0~3 分 4 级，

均症状越严重分数越高，分别对比两组两项分量表

及总量表治疗前后评分；（2）焦虑改善情况：使用儿

童焦虑性情绪筛查量表（SCARED）从学校恐怖症、

分离性焦虑、广泛性焦虑、躯体惊恐症及社交恐惧

症等 5 个方面对两组患儿焦虑情绪进行评分，其共

有 41 项，均分为 0-2 三级，分数越高则症状越严

重，对比其治疗前后评分变化情况［4］；（3）相关神经

因子水平：酶联免疫吸附法对两组患儿去甲肾上腺素

（NE）及多巴胺（DA）水平进行检测；微粒子酶免疫

分析法对两组患儿早上 8 点时皮质醇血清水平进行

分析，并对比；（4）安全性：观察并对比两组不良反

应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用 SPSS 21.0 处理，计量资料用（x±s）表

示，t 检验，计数资料以［n（％）］表示，χ2 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ADHD 症状改善情况

观察组 1 月末 ADHD 症状评定分量表及总量表

评分均低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表1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ADHD症状相关评分比较（分，x±s）

组别 时间 冲动多动 注意缺陷 ADHD总评分

观察组（n=49） 治疗前 16.09±3.28 17.72±3.44 33.68±5.75

1月末 7.71±3.04ab 10.09±2.65ab 17.83±4.27ab

常规组（n=48） 治疗前 16.16±3.39 17.85±3.54 33.76±5.81

1月末 9.94±3.19a 11.41±2.83a 20.98±4.86a

注：组内比较，aP<0.05；组间1月末比较，t =3.525，2.3718，

3.3931，bP=0.0003，0.0099，0.0005＜0.05。

2.2　焦虑改善情况

观察组患儿 1 月末 SCARED 学校恐怖症、分离

性焦虑、广泛性焦虑、躯体惊恐症及社交恐怖症各

项评分均低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表2　两组患儿焦虑相关因子治疗前后评分情况比较（分，x±s）

组别 时间 学校恐怖症 分离性焦虑 广泛性焦虑 躯体惊恐症 社交恐怖症

观察组（n=49） 治疗前 1.85±1.46 6.83±2.64 8.62±2.66 7.25±4.08 7.76±2.51

1月末 0.53±0.42cd 4.63±2.15cd 4.67±1.94cd 3.31±2.29cd 4.28±2.19cd

常规组（n-48） 治疗前 1.81±1.51 6.86±2.73 8.59±2.59 7.17±4.13 7.64±2.47

1月末 0.92±0.58c 5.39±2.11c 6.42±1.86c 5.21±2.51c 5.67±2.32c

注：组内比较，cP<0.05；组间1月末比较，t=3.7865，1.7567，4.5332，3.8961，3.035，dP=0.0001，0.0411，0.0000，0.0001，0.0016＜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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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等［6］。而哌甲酯可改善 ADHD 患儿大脑额前叶、尾

状核等区域的缺血状态，缓解其焦虑状态，治疗有效

率可高达 70％左右，其还可减少伴品行障碍和攻击

行为患儿的攻击行为，但部分患儿不能耐受其不良反

应 ［7］。托莫西汀为是一种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高选择

性抑制剂，提高去甲肾上腺素在 ADHD 患儿前额叶中

的水平，还可对前额叶皮质层的 DA 水平有提升效果，

故无成瘾、滥用、运动增加和抽动等不良反应 ［8］。

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患儿治疗 1 月末不良反应

发生率、ADHD 症状量表各分量表评分和总评分、

SCARED 量表中学校恐怖症、分离性焦虑、广泛性

焦虑、躯体惊恐症及社交恐怖症各项评分均低于常

规组，此与谭从容等人［9］研究结果相一致，表明托

莫西汀可切实有效的缓解 ADHD 患儿的焦虑及多动

冲动和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而且安全性较高。

5- 羟色胺（5-HT）、DA 及 NE 三种单胺类神经递

质在 ADHD 的发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0］，上述神经

递质的紊乱状态则是导致 ADHD 患儿注意缺陷、冲动

及多动等症状的主要原因。ADHD 患儿的下丘脑 - 垂

体 - 肾上腺皮质（HPA）轴存在功能障碍，上午 8 点

时该病患儿皮质醇血清水平相对低下，而这种低水平

状态与冲动、多动及注意缺陷密切相关［11］，本研究结

果显示，两组患儿 1 月末 NE、DA 及皮质醇水平均明

显改善，且观察组改善较常规组明显，表明托莫西汀

可能是通过改善 HADA 合并焦虑患儿的相关单胺神经

递质紊乱状态，提高皮质醇水平而达到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与中枢兴奋剂相比，托莫西汀能更

明显的改善 ADHD 合并焦虑患者的单胺类递质紊乱，

增加外周血清皮质醇水平，改善其焦虑状态及 HADA

相关症状，而且安全性较高。但本研究只是初步研

究，进一步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来探讨其中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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