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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氮平联合西酞普兰对伴有睡眠障碍的抑郁症患者的效果

董素琴 、 刘瑞丽

【摘要】目的　观察分析米氮平联合西酞普兰对抑郁症患者睡眠障碍的效果。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 ~201�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合并睡眠障碍的抑郁症患者 �0 例，将其随机分为 2 组，各 �0 例。对

照组采用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治疗，观察组联合米氮平治疗。比较两组治疗前后 PSQI（匹兹堡睡眠质

量指数量表）、MADRS（蒙哥马利抑郁评定量表）、HAMD-17（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17 项）等评分变

化、临床疗效、不良反应以及生活质量（SF-�� 量表）评分。结果　治疗前，两组的 PSQI、MADRS、

HAMD-17 评分无差异（P> 0.0�）；治疗后，观察组各项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P< 0.0�）。对照组总

体治疗有效率为 7�.��％，高于观察组的 ��.�7％（P< 0.0�）。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1�.��％，低于

观察组的 10.0％（P< 0.0�）。两组社会、生理、躯体功能、情感职能等评分也是观察组优于对照组

（P< 0.0�）。结论　米氮平联合西酞普兰对伴发的睡眠障碍的抑郁症患者疗效显著，可显著改善患

者睡眠障碍和抑郁症状，且不良反应少，安全性较高，还可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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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icacy of mirtazapine combined citalopram in depression patients with sleep disorders 
　　DONG Suqin，LIU Ruili. Puya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Puyang 457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icacy of mirtazapine combined citalopram in depression patients with 

sleep disorders.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7 to January 2019，60 depression patients with sleep disorder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2 groups，30 cases each.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escitalopram，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based on this combined with mirtazapine. The PSQI（Pittsburgh Sleep Qual-

ity Index）scores，MADRS（Montgomery Depression Rating Scale）scores，and HAMD-17（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17）scores，clinical outcomes，adverse reactions，and quality of life（SF-36 scale）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cores of PSQI，MADRS，HAMD-17，before treatment

（P>0.05）. After treatment，the treatment efficiency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73.33％，which was lower than that

（96.67％）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In terms of adverse reactions，the incidence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13.33％，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10.0％）the observation group（P<0.05）. The scores of social，physiological，physical 

functions，and emotional function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
clusion　The efficacy of mirtazapine combined citalopram in depression patients with sleep disorders is good，which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leep disorder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with less adverse reactions，higher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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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 90％左右抑郁症患者会出现睡眠障碍 ［1］。

睡眠障碍增加抑郁症患者的自杀倾向，严重影响着

患者的预后和病程［2］。米氮平属于选择性 5- 羟色

胺（5-HT）再摄取抑制剂（SSRIs）和去甲肾上腺素

（NE）受体拮抗药，可有效改善患者的睡眠和抑郁症

状。西酞普兰是 SSRIs 类的抗抑郁药物，可与米氮平

和发挥协同作用［3］。本文观察了米氮平联合西酞普兰

治疗伴睡眠障碍的抑郁症患者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作者工作单位］河南省濮阳市中医医院（濮阳，4�7000）。

［第一作者简介］董素琴（1�74.07-），女，河南濮阳县人，本科，主治医师，研究方向：抑郁症的临床研究。 

［通讯作者］董素琴（Email：PYDongli@12�. com）。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0 年第 47 卷第 1 期 - ��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以 2017 年 1 月 ~2019 年 1 月为时间段，选取我

院收治的抑郁症合并睡眠障碍患者 60 例，将其随机

分为 2 组，各 30 例。其中，观察组女 16 例，男 14
例，年龄为 25~57 岁，平均年龄为（47.6±3.2）岁；

病程 27 年，平均病程（4.5±1.3）年。对照组女 12
例，男 18 例，年龄为 26~59 岁，平均年龄为（46.4
±2.8）岁；病程 3~9 年，平均病程（4.7±1.2）年。

两组基本情况对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可做对

比分析。

纳入及排除标准【4】：年龄 18~70 岁之间；均符合

第 3 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中的相关诊

断标准；均伴发睡眠障碍；HAMD-17 评分≥ 17 分；

实验室指标均检查正常；近 2 个月内为服用 SSRIs；

均知晓本次试验，并签订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医

院伦理委员会同意批准。排除合并心、脑、肾、肺

等严重器质性疾病者、合并严重躯体疾病者、免疫

功能紊乱者、哺乳期妊娠期妇女、双相情感障碍者、

对本次用药过敏者、近 2 个月内服用镇静催眠药、

抗抑郁药、抗精神病药、激素类药物等、存在严重

自杀倾向者。

1.2　方法

采用草酸艾司西酞普兰（规格 10mg，国药准字

J20150119）治疗对照组，用法用量：每晚睡前口服，

10mg/ 次，每日剂量根据患者具体反应适当调整，最

大增加至 20mg，共治疗 8w。基于此联合米氮平（规

格 30mg，国药准字 J20150132）治疗观察组，用法用

量：每晚睡前口服，15mg/ 次，治疗 1w 后剂量增加

至 30mg/ 次。共治疗 8w。

1.�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治疗前后 PSQI（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量表【5】，用于评定两组睡眠质量，采取 0~3 分计分，

总分 21 分，分值越低越好）、MADRS（蒙哥马利抑

郁评定量表【6】，用于评定两组抑郁状态，>35 分极度、

31~35 分重度、23~30 分中度抑郁、12~22 分轻度、

<21 分缓解期）、HAMD-17（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17 项
【7】，用于评定两组抑郁状态，>24 分重度、17~24 分

中度、<17 分轻度）等评分变化、临床疗效（评定依

据【8】：患者各症状完全消失为痊愈；患者各症状有所

减轻为好转；未达到上述条件为无效）、不良反应以

及生活质量（SF-36 量表【9】，包括社会、生理、躯体

功能、情感职能等内容，各项 100 分满分，分值越

低越好）评分。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2.0 进行数据处理。文中计量数据可

采取 t 值进行检验，文中计数数据可采取卡方进行检

验，以 P<0.05 评定组间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相关评分指标对比

在 PSQI、MADRS、HAMD-17 等评分上，两组

治疗前对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而治疗后观察

组各项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二者存在统计学差异

（P<0.05），见表 1。
表1　两组相关指标评分对比（x±s，n=30，分）

组别
PSQI MADRS HAMD-17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15.6±0.7 6.5±0.4 32.8±5.5 11.4±3.1 27.8±6.1 14.2±2.3

对照组 15.7±0.8 9.4±0.5 31.7±4.6 18.5±4.3 26.8±3.4 17.4±3.6

T值 0.0125 4.2388 0.3255 6.2884 0.4656 3.1254

P值 0.714 0.000 0.726 0.000 0.985 0.000

2.2　两组治疗后疗效情况对比

在治疗有效率上，对照组总体为 73.33％，而

观察组总体为 96.67％，二者对比存在统计学差异

（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治疗后疗效情况对比［例（％）］

组别 例数 无效 好转 痊愈 有效率（％）

观察组 30 1 9 20 29（96.67％）

对照组 30 8 7 15 22（73.33％）

χ2值 9.5477

P值 0.000

2.�　两组生活质量情况对比

两组社会、生理、躯体功能、情感职能等评分

对比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3。
表3　两组生活质量情况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社会功能 生理功能 情感职能 躯体功能

观察组 30 83.5±3.4 81.2±2.6 82.3±2.4 80.3±2.6

对照组 30 72.3±2.1 71.4±1.5 70.5±1.4 71.3±2.6

T值 3.1244 3.2477 4.0211 4.0265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2.�　两组不良反应情况对比

对照组发生率 13.33％，观察组发生率 10.0％，

二者对比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4。

3　讨论

睡眠障碍是抑郁症常见的临床表现，会对患者

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严重影响［10］。治疗抑郁症合并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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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障碍患者应该兼顾抑郁症状和睡眠异常［11］。米氮

平和西酞普兰联合治疗，前者可促进 5-HT 和中枢

NR 神经递质的释放，可促使二者活性显著增强；而

后者可对 5-HT 再摄取进行抑制，可增强 5-HT 能

神经功能［12，13］。二者联合使用，则可有效稳定患者

情绪，可改善因 5-HT 含量增加所致的患者抑郁症

状，还可提升患者的睡眠质量，从而改善其睡眠障

碍，进而提升其生活质量。本文的研究中，在 PSQI、

MADRS、HAMD-17 等评分上，两组治疗前对比无

统计学差异（P>0.05）；而治疗后观察组各项改善情

况优于对照组，二者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这

表明米氮平 + 西酞普兰可显著改善患者睡眠障碍和

抑郁症状，利于其病情康复。在治疗有效率上，对

照组总体为 73.33％，而观察组总体为 96.67％，二

者对比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这表明米氮平 +

西酞普兰可显著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在不良反应方

面，对照组发生率 13.33％，观察组发生率 10.0％，

二者对比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这表明米氮平

+ 西酞普兰不会增加患者不良反应。与之前的研究表

明两种药物联合使用不会增加患者不良反应，与本

研究结果一致［14］。

在生活质量上，两组社会、生理、躯体功能、

情感职能等评分对比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这

表明米氮平 + 西酞普兰可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这

个结果与以前研究一致［15］，

综上所述，米氮平 + 西酞普兰治疗抑郁症患者睡

眠障碍的疗效显著，即可显著改善患者睡眠障碍和抑

郁症状，且不良反应少，安全性较高，还可提升患者

生活质量。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观察时间也比较短，

所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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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两组不良反应情况对比［例（％）］

组别 例数 口干 头晕 嗜睡 乏力 发生率（％）

观察组 30 1 1 0 1 3（10.0％）

对照组 30 1 1 1 1 4（13.33％）

χ2值 0.0215

P值 0.3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