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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司西酞普兰与米氮平治疗抑郁症的临床效果研究

孙丽敏

【摘要】目的　探讨艾司西酞普兰与米氮平治疗抑郁症的临床疗效比较。方法　选择 2018 年 3

月 ~2020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 140 例抑郁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

研究组给予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对照组给予米氮平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汉密尔顿抑郁量

表（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简明健康状况调查表

（SF-36）评分及治疗后临床疗效和药物不良反应。结果　研究组患者治疗后 HAMD、HAMA、PSQI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SF-36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对照组总有效率（84.29％）显著低于

研究组总有效率（95.7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研究组患者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

于对照组（P< 0.05）。结论　艾司西酞普兰更能有效改善患者不良情绪，提升患者的睡眠和生活质

量，不良反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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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icacy of esitalopram and mirtazapine in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SUN Limin. Liaocheng Fourth People's Hospital，Liaocheng 252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escitalopram and mirtazapine in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140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from March 2018 to March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tudy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study group was treated with escitalopram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mirtazapine.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36-item shot-

form health status survey（SF-36），clinical efficacy，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HAMD，HAMA and PSQI score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sf-36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control group（84.29％）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study group（95.71％）（P<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drug reaction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
sion　Esitalopram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patients' bad mood，improve their sleep and quality of life，and less adverse 

reactions，clinical efficacy is better than mirtazapine.

【Key words】Escitalopram；Mirtazapine；Depression；Clinical efficacy

抑郁症是下丘脑、边缘系统等参与情绪调节的

脑区功能障碍或大脑活动异常导致的精神障碍疾病，

随着经济与工作压力的增长，抑郁症患者不仅会长

期处于情绪低迷、自我否定的状态，自杀意念与倾

向也会随之增加［1］。愉悦与抑郁情绪的表达中，以

5- 羟色胺（5-HT）及其分布在不同脑区的受体研究

最为广泛，因此临床学者普遍认为对 5-HT 及其受体

进行选择性的激动或抑制，可有效改善患者的抑郁、

焦虑情绪。米氮平可增强 5-HT 受体 2 与 5-HT 受体

3 的相互作用，从而发挥抗抑郁的效果，但其镇静作

用或可加重疲乏，影响患者日间工作效率［2］。艾司

西酞普兰常用于抑郁症、强迫症、创伤后应激障碍

等治疗，但随着临床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认为艾

司西酞普兰可能不直接通过 5-HT 受体发挥抗抑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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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3］。为提高抑郁症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本文对艾

司西酞普兰与米氮平治疗抑郁症的效果进行比较。

1　一般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8 年 3 月 ~2020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 140
例抑郁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 年龄

>18 岁②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53 分；③无脑外伤、脑出血或颅脑手术史。

排除标准：①近 2 周内使用过单胺氧化酶抑制剂、镇

静催眠药治疗，对本研究用药及其任何成分过敏者；

②合并精神分裂症、妄想症、躁狂症、双相情感障

碍等其他精神疾病者；③存在呼吸功能衰竭、意识障

碍或心功能、肝肾功能严重障碍者。该研究经本院

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按随

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对照组男 38 例，

女 32 例；年龄 21~67 岁，平均（47.2±7.5）年；病程

4 个月 ~11 年，平均（5.7±1.1）年。研究组男 40 例，

女 30 例；年龄 19~65 岁，平均（46.4±7.1）年；病程

6 个月 ~12 年，平均（6.1±1.4）年。两组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米氮平治疗（国药准字 J20150132，

生产批号 20180217，规格 30mg*10s），随水吞服，

初始剂量为 15mg/d；1 周后视患者反应和病情变化

增加至 30-45mg/d，老年患者（>65 岁）可分为早晚

口服。研究组：采用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国药准字

H20080599，生产批号 20180210，规格 5mg*14s），

口服或与食物同服，10mg/d，观察 1 周后若疗效不

佳可增加至 20mg/d；老年患者初始剂量为 5mg/d，持

续 1 周后增加至 10mg。两组均治疗 8 周，治疗期间

需监测肝肾功能变化，严禁患者高空作业、行驶车

辆。

1.3　观察指标

（1）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估患者

治疗前后抑郁情绪：包括抑郁情绪、有罪感、自杀、

入睡困难、睡眠不深、早醒、迟缓等 17 项评分。每

项 0-3 分，总分 51 分，得分越高，抑郁程度越严重；

（2）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估患者治疗

前后焦虑情绪：包括焦虑心境、紧张、害怕、感觉

系统症状、认知功能等 14 项评分。每项 0-4 分，总

分 56 分，得分越高，焦虑程度越严重；（3）采用匹

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评估患者治疗前后睡

眠情况：包括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

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日间功能障碍 7 个

维度，每个维度 0-3 分。总分越高，睡眠质量越差；

（4）采用简明健康状况调查表 （SF-36）评估患者治

疗前后的生活质量：包括总体健康状况等 36 项，用

社会功能、生理功能、生理职能、情感职能、活力

评分、躯体疼痛、精神健康、总体健康八个维度表

示，总分 36-148 分，得分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好；

（5）临床疗效评估：总有效率 =（显效 + 有效）/ 总例

数 ×100％。显效：HAMD 评分减分率 >75％；有效：

HAMD 评分减分率 45％-75％；无效：HAMD 评分

<45％；（6）药物不良反应评估：记录治疗期间嗜睡、

头晕等药物不良反应。

1.4　统计学分析

以 E p i D a t a 3 . 1 软 件 校 正 所 有 数 据 ， 采 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处理；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以（x±s）表示。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 检验。

P<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HAMD、HAMA、PSQI、

SF-36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HAMD、HAMA、PSQI、

SF-36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两组患者的 HAMD、HAMA、PSQI 评分较前降低，

而 SF-36 评分较前升高，且观察组各项评分改善明

显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对照组总有效率（84.29％）显著低于研究组总

有效率（95.7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HAMD、HAMA、PSQI、SF-36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HAMD HAMA PSQI SF-36

对照组（n=70） 治疗前 36.57±5.12 33.39±5.45 16.32±3.50 75.89±7.35

治疗后 27.05±4.24▲ 24.28±3.86▲ 12.18±2.64▲ 92.54±9.62▲

研究组（n=70） 治疗前 35.80±4.86 32.75±5.19 16.71±3.65 76.21±7.68

治疗后 22.14±3.25▲* 20.43±3.27▲* 9.57±1.82▲* 106.32±10.94▲*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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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n=70）32（45.71）27（38.57）11（15.71） 59（84.29）

研究组（n=70）47（67.14）20（28.57） 3（4.29） 67（95.71）

χ2/Z 8.462 5.079

P 0.015 0.024

2.3　两组患者药物不良反应比较

对照组发生 3 例嗜睡、1 例镇静、2 例口干、3
例食欲增加、4 例头晕，不良反应发生率 18.57％；

研究组发生 2 例头晕、1 例恶心呕吐、1 例腹泻、1
例心悸，不良反应发生率 7.14％，研究组患者药物

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2=4.080，P<0.05）。

3　讨论

现代研究认为抑郁症的发生与神经功能、内分

泌、应激事件等均有关联，随着意志活动、思维迟缓

的不断进展，患者还会出现焦虑与运动性激越［4］。本

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治疗后的抑郁、焦虑情绪均有

明显改善，可见米氮平、艾司西酞普兰均能控制抑

郁症的发展，减少心境低落及异常精神行为的发生。

但米氮平对 H1 受体的强效拮抗，可在长期服用或加

大剂量后出现明显的中枢神经镇静，尤其是肝肾功

能下降及高龄患者［5］。因此，对于短期内效果不明显

者，应在逐渐增加剂量的同时，严密监测精神行为、

意识状态、肝肾功能等变化，并尽可能的在临睡前

服用米氮平，分次服用者的晚间剂量也需高于晨间

剂量。抑郁症与大脑神经功能紊乱可相互作用，进

而加重睡眠障碍、乏力、便秘等躯体症状，而 5-HT

具有调节生理功能与睡眠的作用，通过增强 5-HT 能

神经的功能，可显著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6］。研究组

治疗 8 周后的 HAMD、HAMA、PSQI 评分显著低于对

照组，SF-36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研究组总有效率

（95.71％）显著高于对照组总有效率（84.29％）。这

是因为艾司西酞普兰是一种高效的 5-HT 再摄取抑制

剂，可有效促进大脑活动的改善，从而使植物神经

功能恢复正常，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功能。

研究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原因

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1）米氮平对 M 受体有中等强

度的拮抗作用，长期作用于机体后可增强抗胆碱能

副作用、引起嗜睡、过度镇静等［7］；（2）艾司西酞普

兰的不良反应多发生在治疗的第 1～2 周，后续治疗

中不良反应程度、发生率均会下降；（3）米氮平可增

强去甲肾上腺素的活性，加快肠系膜血管收缩，并

通过提高 5-HT 活性促进肠蠕动，从而增强食欲［8］；

（4）艾司西酞普兰对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的再摄

取影响小，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胃肠系统症状较

少［9］。但艾司西酞普兰过量或突然停药，也会引起心

悸、心律失常等，且无论是米氮平或是艾司西酞普兰

缓解症状后，均需持续 6 个月以上的治疗，方能达到

疗效的长期巩固。部分患者在此过程中，是否会出

现体重增加、成瘾性等其他不良反应，还有待证实。

同时，单独使用一种抗抑郁药，或可增加机体耐受

性，从而导致 5-HT 受体对某种药物的敏感性下降，

进而限制临床疗效，甚至是出现抑郁症加重的情况。

因此，对于抑郁、焦虑程度严重或处于抑郁躁狂期

的患者，应根据临床检查结果，酌情采取联合治疗。

综上所述，艾司西酞普兰治疗抑郁症的临床疗

效、睡眠质量、生活质量显著高于米氮平，且不良

反应较少，安全性高，但仍有不足之处，宜根据患

者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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