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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西汀与阿米替林对酒精依赖戒断后情绪障碍的疗效比较

袁利艳 1 、 杨颜滋 2 、 李江琳 1

【摘要】目的　探讨氟西汀与阿米替林对酒精依赖戒断后情感障碍的临床疗效比较。方法　选取

本院 2018 年 12 月 ~2019 年 12 月接受治疗的酒精依赖戒断后情感障碍患者 94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随

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52 例。观察组接受氟西汀治疗，对照组接

受阿米替林治疗。观察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躁狂量表（BRMS）评分、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

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血清神经肽 Y（NPY）、5- 羟色胺（5-HT）及不良反应。结果　（1）治疗

后，两组患者的 BRMS、SAS、SDS 评分较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2）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血清 NPY 和 5-HT 水平较前明显升高，且观察组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

（3）两组患者药物不良反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760，P> 0.05）。结论　在酒精依赖戒断后情

感障碍的治疗中，氟西汀疗效优于阿米替林，其机制可能与提高血清 NPY、5-HT 的水平相关，值

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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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the effects of fluoxetine and amitriptyline on mood disorders after alcohol dependence 
withdrawal　　YUAN Liyan，YANG Yanzi，LI Jianglin .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fluoxetine and amitriptyline on mood disorders after alcohol depen-

dence withdrawal. Methods　A total of 80 patientswith mood disorders after alcohol dependence withdrawal in our hos-

pital from December 2018 to December 2019 were col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the control group（52 

cases）were treated with amitriptyline，observation group（52 cases）were treated with fluoxetine. Manic scale（BRMS）

score，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neuropeptide Y（NPY），serotonin（5-HT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and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1）After treat-

ment，the scores of BRMS，SAS and SD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before，and the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2）After treatment，the serum 

levels of NPY and 5-HT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efore，and the level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3）There was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in adverse 

drug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In the treatment of mood disorders after alcohol de-

pendence withdrawal，fluoxetine is superior to amitriptyline in the improvement of mania，anxiety and depression，and 

its mechanism may be relat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serum NPY and 5-ht，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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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酗酒可使神经细胞持续损伤，产生严重的

酒精依赖，并在戒酒后出现戒断症状，如震颤、呕

吐、精神运动障碍，导致患者情感障碍，甚至是戒

酒困难［1］。阿米替林可有效改善思维行为迟缓、食

欲不振，对神经系统依赖性症状导致的焦虑、抑郁

情绪有缓解作用［2］。但临床研究表明，阿米替林可

致头痛、出汗、呕吐等不适症状，长期使用既不利

于酒精依赖的恢复，还可引起肝损伤、迟发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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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运动失调等［3］。氟西汀可选择性地作用于大

脑皮层、神经突触中的神经递质，达到调节情绪，

改善异常行为与思想的目的，且周平等［4］认为氟西

汀的不良反应相对较少。为获得更高的临床疗效，

本研究旨在探讨氟西汀与阿米替林对酒精依赖戒断

后情感障碍的临床疗效比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 2018 年 12 月 ~2019 年 12 月接受治疗

的酒精依赖戒断后情感障碍患者 94 例作为研究对

象。纳入标准：①符合 CCMD-3 中酒精所致精神障

碍诊断标准；②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③焦虑自评

量表（SAS）≥ 50 分，抑郁自评量表（SDS）≥ 53 分。

排除标准：①存在心律失常、肝肾功能严重障碍、支

气管哮喘、视力减退、肌无力等禁忌症者；②对本次

用药过敏者；③长期服用精神药物或患有其他精神疾

病者。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按随机数字表

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52
例。对照组男 35 例，女 17 例；年龄 25~78 岁，平均

（52.7±6.1）岁；酗酒史 3~18 年，平均（10.3±1.2）

年。研究组男 38 例，女 14 例；年龄 22~76 岁，平均

（52.1±5.7）岁；酗酒史 4~17 年，平均（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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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对照组　采取阿米替林治疗（国药准字

H43020561，生产批号 20181125，规格 25mg*100s），

初始剂量 25mg，2-3 次 /d，维持剂量 50-150mg/d；

或根据患者的戒断症状、临床不良反应，从 25mg/d，

3 次 /d，逐渐增加至 150-250mg/d，3 次 /d，最大剂

量不超过 300mg/d。

1 .2 .2　研究组　采取氟西汀治疗（国药准字

J20170022，生产批号 20181108，规格 20mg*28s），

起始剂量 20mg/ 次，1 次 /d，治疗 3～4 周后情感障

碍、戒断症状无明显改善，可逐渐增加为 20mg/ 次，

2-3 次 /d，最大剂量不超过 60mg/d。

两组均以 4 周为 1 疗程，治疗 2 个疗程。治疗

期间严密监测心电图、肝肾功能等，禁止驾驶、再

度饮酒，若患者出现自杀行为或躁狂倾向则立即停

药。

1.2.3　观察指标　（1）躁狂量表（BRMS）评估

患者治疗前后躁狂症状：包括动作、言语、意念飘

忽等 13 项，每项 1-5 分，总分越高，躁狂程度越严

重；（2）SAS 评估患者治疗前后焦虑情绪：包括焦

虑、害怕、惊恐等 20 项评分，每项 1-4 分，总分越

高，焦虑情绪越严重；（3）SDS 评估患者治疗前后

抑郁情绪：包括忧郁、易哭、睡眠障碍等 20 项，每

项 4 分，总分越高，抑郁情绪越严重；（4）神经肽 Y

（NPY）和 5- 羟色胺（5-HT）：抽取患者清晨空腹血

5ml，3000r/min 离心处理 10min，取上层清液采取放

射免疫法和 BC-50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检查 NPY、

5-HT；（5）药物不良反应。

1.3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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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MS、SAS、SDS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BRMS、SAS、SDS 评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BRMS、SAS、SDS 评分较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评

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BRMS、SAS、SD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BRMS SAS SDS

对照组（n=52）治疗前 43.21±6.40 60.85±6.76 59.34±6.82

治疗后 28.54±4.87a 42.61±4.59a 40.38±4.17a

观察组（n=52）治疗前 44.09±6.15 61.50±6.62 59.73±6.94

治疗后 22.36±3.59ab 36.44±3.37ab 32.80±3.48ab

注：与治疗前比较，aP<0.05；与对照组比较，bP<0.05。

2.2　两组患者血清 NPY 和 5-HT 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血清 NPY 和 5-HT 水平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血

清 NPY 和 5-HT 水平较前明显升高，且观察组评分

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血清NPY和5-HT水平比较（x±s）

组别 NPY（pg/ml） 5-HT（µg/ml）

对照组（n=52） 治疗前 87.24±10.27 2.18±0.46

治疗后 112.59±16.82a 2.73±0.68a

观察组（n=52） 治疗前 86.50±9.75 2.25±0.50

治疗后 141.36±20.19ab 3.47±0.71ab

注：与治疗前比较，aP<0.05；与对照组比较，bP<0.05。

2.3　两组患者药物不良反应比较

对照组发生 2 例口干、2 例嗜睡、1 例便秘、

1 例视力模糊、1 例运动失调，不良反应发生率

13.46％；观察组发生 1 例失眠、2 例恶心、1 例头痛，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0 年第 47 卷第 3 期 - 509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不良反应率发生率 7.69％。两组患者药物不良反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760，P>0.05）。

3　讨论

酒精依赖患者的血液乙醇水平骤然下降，或在

戒断过程中对酒精产生的强烈愿望无法得到满足时，

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情感障碍，甚至是癫痫或痉

挛［5］。乙醇依赖戒断症状在恢复饮酒后能很快缓解，

再次停止饮酒，戒断症状和持续时间显著加重，使

患者无法正确认识周围环境、自我病情，出现定向

力下降、幻觉等意识混乱［6］。氟西汀经口服吸收后，

易通过血脑屏障延长或增加 5-HT 的作用，从而促

进愉悦情绪的表达，降低神经敏感性，缓解情感障

碍［7］。同时与阿米替林相比，氟西汀运用于高龄或

严重焦虑、抑郁障碍患者的耐受性较好，经肝脏生

成的去甲氟西汀，亦有抗抑郁和缓解惊恐状态的作

用［8］。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治疗后的 BRMS、

SAS、SDS 评分均有明显下降，且观察组评分明显

低于对照组（P<0.05），提示阿米替林、氟西汀均能

有效改善神经细胞失去乙醇抑制后导致的情感障碍，

且氟西汀治疗效果明显优于阿米替林。

NPY 是内源性抗焦虑、抗癫痫活性物质，可有

效抑制酒精戒断过程中的肌肉、精神症状，提高其

在中枢与外周神经中的含量，可维持内环境稳态，

减少全身心震颤、心动过速等并发症发生率，且李

小强等［9］指出抑郁症自杀患者前脑区的 NPY 含量较

无抑郁症自杀患者的更低。动物实验表明，5-HT 的

缺乏可促进酒精依赖的形成与戒断困难，通过药物

改变 5-HT 受体在额叶皮质、扣带回皮质等脑区的分

布，可产生降低痛觉传导、缓解焦虑和抑郁、促进

睡眠质量等多种作用，进而降低患者对酒精的渴望，

减少饮酒量，提高其戒断信心［10］。本研究显示，治

疗后，两组患者的血清 NPY 和 5-HT 水平较前明显

升高，且观察组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提

示阿米替林和氟西汀改善酒精依赖戒断患者情感障

碍，可能是通过提高血清 NPY、5-HT 水平而实现。

口干、嗜睡、便秘、视力模糊是阿米替林治疗

初期最常见的抗胆碱能反应，通过降低剂量或分次

服用可改善，但本品有较强的镇静作用，在治疗期

间，还需避免高空作业、驾车等。运动失调多因大

剂量服用引起，因此对于临床疗效不明显者，日剂

量应控制在 300mg 以下或更换其他 5-HT 再摄取抑

制剂，以控制临床不良反应。氟西汀的不良反应以

胃肠道症状为主，其次是失眠与头痛，多是建议晚

上服用，以缓解不良反应，若 1 周后仍不能耐受，

则考虑换药治疗［11］。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药

物不良反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氟西

汀治疗效果优于阿米替林，且无明显药物不良反应。

综上所述，氟西汀在治疗酒精依赖戒断后情感

障碍中的临床价值显著高于阿米替林，且无明显药

物不良反应，其机制可能与提高血清 NPY、5-HT 的

水平相关。但氟西汀用药剂量与时间还需根据临床

实际确定，其是否适合长期运用，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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