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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磺必利联合帕罗西汀对重度抑郁症患者突触相关miRNAs表达影响 

李　红

【摘要】目的　探讨氨磺必利联合帕罗西汀治疗重度抑郁症患者的效果，分析对其突触相关

miRNAs 表达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8 年 4 月～2019 年 10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124 例重度抑郁症患者，

采用数字奇偶法将入选者分为观察组（奇数）与对照组（偶数），各 62 例。全部患者均接受常规治疗

与帕罗西汀治疗，在此基础上为观察组患者联合氨磺必利治疗，治疗 3 个月，比较两组患者的突触相

关 miRNAs（miR-124、miR-132、miR-134、miR-138）表达量、阴性症状评定量表（SANS）评分、抑

郁自评量表（SDS）及不良反应。结果　治疗 3 个月后，观察组 miR-124、miR-134 及 miR-138 表达

量均低于对照组，miR-132 表达量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 SANS 评分、SD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P<0.05）；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相近（P>0.05）。结论　氨磺必利联合帕罗西汀能有效改善重度抑郁

症患者的抑郁和阴性症状，还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突触相关 miRNAs 的表达，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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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amisulpride combined with paroxetine on the expression of synapse-related miRNAs in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on　　LI Hong.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Zhumadian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Henan Prov-
ince（Zhumadian Psychiatric Hospital），Zhumadian 46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amisulpride combined with paroxetine in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on，and to analyze the effect on synapse-related miRNAs expression. Methods　From April 2018 to 

October 2019，124 patients with severe depression diagnosed who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odd number）and control group（even number）according to digital parity method，62 cases each. All patients 

received conventional treatment and paroxetine treatment.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amisul-

pride on this basis. 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3 months.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synapse-related miRNAs（miR-124，

miR-132，miR-134，miR-138）. Scale for Assessment of Negative Symptoms（SANS）. Scale of Depression Self-

rating（SDS）and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3 months of treatment，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miR-124，miR-134 and miR-138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miR-132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cale for As-

sessment of Negative Symptoms（SANS），Scale of Depression Self-rating（SDS）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as similar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The amisulpride combined with paroxetin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negative symptoms，the de-

pression level and the expression of synaptic-related miRNAs in severe depression patients，with high safety.

【Keywords】Major depression；Amisulpride；Paroxetine；Synapse-related miRNAs；Negative symptoms

重度抑郁症患者社会功能下降、有自杀风险［1］。

帕罗西汀是治疗重度抑郁症常用药物之一［2］。但有

研究指出，单用帕罗西汀整体治疗获益往往无法达

到预期［3］。氨磺必利能够选择性拮抗多巴胺 D3 及 D2

受体，能够显著改善患者阴性症状［4］。该药与帕罗

西汀联合用于重度抑郁症治疗能否获得理想效果尚

没有定论。突触相关 miRNA 大量存在于人类大脑中，

对突触产生、分化具有重要调节作用［5］。可调节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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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 -D- 天（门）冬氨酸受体信号通路，对学习记

忆过程产生影响［6］。突触相关 miRNAs 可作为多种神

经系统疾病潜在的生物标志物之一［7］。故本研究主

要观察重度抑郁症患者经氨磺必利联合帕罗西汀治

疗突触相关 miRNAs 表达量变化情况，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4 月～2019 年 10 月期间我院确

诊并接受治疗 124 例重度抑郁症患者，采用数字

奇偶法将入选者分为观察组（奇数）与对照组（偶

数），各 62 例。对照组中男性 39 例，女性 23 例；

年龄 31～52 岁，平均年龄（42.1±5.0）岁；体质量

56.3～67.2kg，平均体质量（62.25±3.15）kg。观察

组中男性 37 例，女性 25 例；年龄 30～53 岁，平均

年龄（42.0±5.0）岁；体质量 55.9～68.1kg，平均体

质量（61.89±3.07）kg。统计学对比两组一般资料，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对比性。本次

研究设计内容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实施。纳

入标准：①所有重度抑郁症患者均需符合《中国精神

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8］内重度抑郁症相关

诊断标准；②无既往药物过敏史患者；③入组前均未

接受其他方案治疗患者；④患者及其家属知晓本次研

究内容，且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有酒精、

药物滥用史患者；②合并重要脏器疾病患者；③慢性

神经系统性疾病或严重躯体疾病史患者；④合并感染

性、传染性疾病患者；⑤有电休克史患者。

1.2　方法

全部患者均接受常规治疗与帕罗西汀治疗：对

患者实施心理治疗，指导患者理解重度抑郁症及治

疗性质，提高患者对自己认识，正视复发，并了解

药物治疗必要性，加强医患之间沟通，提高患者依

从性；并指导患者可通过适当跑步、跳绳、散步等

运动治疗，加强新陈代谢，疏泄负性心理能力防止

抑郁症发作，增强体质，产生积极心理感受，提

高情绪；同时给予患者盐酸帕罗西汀片（国药准字

H20031106，规格 20mg/ 片）口服治疗，前 3 周，

20mg/ 次，1 次 /d；依据患者治疗反应，每周以 10mg

量递增，每日最大量可达 50mg，均于每日早餐时服

用。在此基础上为观察组患者联合氨磺必利治疗：

给予患者氨磺必利片（批准文号 H20113230，50mg/

片）口服治疗，50mg/ 次，1 次 /d。两组均治疗 3 个

月。

1.3　观察指标

①突触相关 miRNAs 表达量检测方法：分别于治

疗前、治疗 3 个月后早晨空腹状态下抽取两组患者

5ml 静脉血存放于抗凝管中，在 2h 内分离外周血单

个核细胞，并使用美国 Gene Copoeia 公司设计提供

内参 U6 引物检测 miR-124、miR-132、miR-134 及

miR-138 U6，经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miR-124、

miR-132、miR-134 及 miR-138 表达量，试剂盒由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提供。②阴性症

状评估方法：分别在治疗 3 个月后使用阴性症状评定

量表（Scale for the Assessment of Negative Symptoms，

SANS）［9］对两组患者兴趣 / 社交缺乏、情感平淡或迟

钝、意志缺乏、注意障碍、思维活动贫乏等阴性症

状改善情况进行评估，各项目分值为 0-25 分，得分

越低表明患者阴性症状程度越轻。③抑郁程度：分

别于治疗前、治疗 3 个月后使用抑郁自评量表（Self-

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10］评估两组患者抑郁程

度，其中 53-62 分为轻度抑郁，63-72 分为中度抑

郁，72 分以上为重度抑郁。④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包括轻度口干（患者主诉）、恶心（患者主诉）、乏

力（患者主诉）、便秘（每周排便少于 3 次，并且排

便费力，粪质硬结、量少）及失眠（①失眠表现：入

睡困难，入睡时间＞ 30min；②睡眠质量：睡眠质量

下降，睡眠维持障碍，整夜觉醒次数≥ 2 次、早醒、

睡眠质量下降；③总睡眠时间：总睡眠时间＜ 6h），

并计算发生率，发生率 =（各不良反应人数 / 总人

数）×10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4.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均

经正态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资料以 x±s 表示，组

间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组内用配对样本 t 检验，计数

资料用百分比表示，采用 χ2 检验，若期望值＜ 5，

则采用连续校正检验；P<0 .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突触相关 miRNAs 表达量比较

治疗 3 个月后，观察组 miR-124、miR-134 及

miR-138 表达量均低于对照组，miR-132 表达量高

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2.2　两组 SANS 评分比较

治疗 3 个月后，观察组 SANS 评分低于对照组

（P<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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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3 个月后，观察组 SDS 评分低于对照组

（P<0.05），见表 3。
表3　两组SD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治疗前 治疗3个月后 t P

观察组（n=62） 76.32±4.21 59.89±3.65 23.218 ＜0.001

对照组（n=62） 75.98±4.17 64.51±3.74 16.123 ＜0.001

t 0.452 6.961

P 0.652 ＜0.001

2.4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治 疗 过 程 中 ， 两 组 各 不 良 反 应 发 生 率 对 比

（P>0.05），见表 4。
表4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n（％）］

组别 轻度口干 恶心 乏力 便秘 失眠

观察组（n=62） 3（4.84） 4（6.45） 6（9.68） 2（3.23） 3（4.84）

对照组（n=62） 1（1.61） 3（4.84） 3（4.84） 3（4.84） 0（0.00）

χ2 0.258b 0.000b 0.479b 0.000b 1.366b

P 0.611b 1.000b 0.489b 1.000b 0.242b

注：b采用连续校正检验

3　讨论

帕罗西汀对 5- 羟色胺转运体具有选择性抑制

作用，进而延长和增加 5- 羟色胺作用，达到产生

抗抑郁目［11］。但单用帕罗西汀对于重度抑郁症的

效果并不是总令人满意。本研究在使用帕罗西汀基

础上为重度抑郁症患者联合氨磺必利治疗，结果显

示，观察组治疗后 miR-124、miR-134 及 miR-138
表达量均低于对照组，miR-132 表达量高于对照组。

表明氨磺必利可显著改善突触相关 miRNAs 表达。

miR-124 主要存在于突出前感觉神经元中，研究表

明，miR-124 与环磷腺苷效应元件结合蛋白表达密

切相关，可导致突触传递长时程增强［12］。miR-132
可显著调节长时程记忆产生及所需蛋白，且被证实

为突触可塑性及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危险指标之

一［13］；miR-134 则能够阻断编码单丝氨酸蛋白激酶靶

mRNA 翻译，研究指出，miR-134 低表达可显著改

善突触可塑性［14］；miR-138 主要存在于海马突触内，

可通过抑制乙酰化蛋白硫酯酶 1 缩小树突棘体积，

而文献指出，突触可塑性发生改变可对机体神经系

表1　两组突触相关miRNAs表达量比较（x±s）

时间 组别 miR-124 miR-132 miR-134 miR-138

治疗前 观察组（n=62） 0.11±0.05 0.09±0.03 0.41±0.25 0.64±0.34

对照组（n=62） 0.13±0.09 0.08±0.06 0.43±0.23 0.61±0.36

t 1.530 1.174 0.464 0.477

P 0.129 0.243 0.644 0.634

治疗3个月后 观察组（n=62） 0.04±0.01a 0.34±0.15a 0.06±0.03a 0.23±0.06a

对照组（n=62） 0.06±0.04a 0.19±0.11a 0.15±0.08a 0.29±0.11a

t 3.820 6.350 8.294 3.771

P ＜0.001 ＜0.001 ＜0.001 ＜0.001

注：与同组治疗前同指标对比，aP<0.05

表2　两组SANS评分比较（x±s，分）

时间 组别 兴趣/社交缺乏 情感平淡或迟钝 意志缺乏 注意障碍 思维活动贫乏 总分

治疗前 观察组（n=62） 17.86±4.12 21.34±2.31 15.96±3.61 13.26±3.12 16.35±4.01 84.77±5.01

对照组（n=62） 17.53±4.51 21.64±2.41 15.87±3.74 13.59±3.01 16.43±3.96 85.06±4.99

t 0.425 0.708 0.136 0.599 0.112 0.323

P 0.671 0.481 0.892 0.550 0.911 0.747

治疗3个月后 观察组（n=62） 8.96±2.34a 14.23±3.30a 6.24±1.14a 4.06±0.97a 7.01±1.96a 40.50±8.79a

对照组（n=62） 11.99±2.51a 16.91±3.42a 8.69±1.53a 6.43±1.35a 9.15±2.01a 53.17±9.02a

t 6.953 4.440 10.112 11.226 6.002 7.921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注：与同组治疗前同指标对比，a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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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发育、成熟及学习记忆能力，进而影响机体认知

功能［15］。可见通过检测突触相关 miRNAs 表达量，

可间接反映出重度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功能。氨磺必

利联合帕罗西汀对重度抑郁症上述表达量影响更好，

提示氨磺必利联合帕罗西汀可能通过改善重度抑郁

症突触相关 miRNAs 表达，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

本研究还发现，治疗 3 个月后，观察组兴趣 / 社

交缺乏、情感平淡或迟钝、意志缺乏、注意障碍、

思维活动贫乏及总分均均低于对照组，观察组 SDS

评分低于对照组，提示联合氨磺必利后，患者的阴

性症状抑郁症状改善更明显。究其原因，可能和氨

磺必利能够增强重度抑郁患者前额叶皮质多巴胺的

释放，从而改善患者阴性症状和抑郁症状。本研究

发现：两组患者轻度口干、恶心、乏力、便秘及失眠

发生率无明显差异，表明氨磺必利联合帕罗西汀治

疗重度抑郁症安全性较好。

综上所述，重度抑郁症患者经氨磺必利联合帕

罗西汀治疗获益明显，患者突触相关 miRNAs 表达

明显改善、阴性症状显著缓解，减轻抑郁程度，且

联合用药不会增加不良反应发生率，安全性高，临

床应用价值高。现阶段，临床关于氨磺必利治疗重

度抑郁症对突触相关 miRNAs 表达研究较少，其能

否通过改善突触相关 miRNAs 表达到降低重度抑郁

症患者认知功能损害风险目前仍尚未完全明确，仍

需要在未来展开大样本、长时间研究加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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