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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来普隆、佐匹克隆和艾司唑仑治疗失眠症的对照研究

邹旭明 1，2 、 田　博 1 、 隋　辉 2 、 姜秋波 2 、 赵　虎 2 、 盖永新 2

【摘要】目的　评价扎来普隆片、佐匹克隆片和艾司唑仑片治疗失眠症的疗效和不良反应。

方法　将 156 例符合 ICD-10 非器质性失眠症标准的患者随机分为扎来普隆组（n= 50）、佐匹克隆

组（n= 53）和艾司唑仑组（n= 53），治疗期 2 周。疗效观察指标采用睡眠障碍量表（SDRS）和药物

副作用量表（TESS）评价安全性。结果　扎来普隆组、佐匹克隆组和艾司唑仑组的有效率分别为

96.00％、94.34％、96.23％，三组 SDRS 评分均呈显著降低（P< 0.05）；扎来普隆组、佐匹克隆组早

段失眠程度和频度评分差值显著大于艾司唑仑组（P< 0.05），扎来普隆组和佐匹克隆组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 0.05），显示扎来普隆、佐匹克隆对早段失眠的改善相当，均优于艾司唑仑。不良反

应发生率扎来普隆组和佐匹克隆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但二者显著低于艾司唑仑组

（P< 0.05）。结论　扎来普隆、佐匹克隆和艾司唑仑对入睡困难具有相似的疗效。扎来普隆对早段

失眠的改善更为明显，不良反应均少于艾司唑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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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ison study of zaleplon, zopiclone and estazolam in the treatment of insomnia　 
 ZOU Xuming,TAN Bo,SUI Hui,et al.Medical College of Qingdao University,Qingdao 26602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icacy and safeness of zaleplon compared with zopiclone and estazolam in 

the treatment of insomnia. Method　156 cases with insomnia were enrolled,the zaleplon group (n=50),the zopiclone 

group (n=53) and the estazolam group (n=53) were treated for 14 days.The therapentic effects and adverse reactions 

were assessed with the Sleep Dysfunction Rating Scale(SDRS) and Treatment Emergent Sympion Scale (TESS). 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io of zaleplon, zopiclone and estazolam group were 96.00%, 94.34%, 96.23%, three groups of SDRS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P<0.05); For early phase insomnia degree and frequence, zaleplon  has similar efficacy 

to zopiclone(P>0.05),but zaleplon and zopiclone had better effect than estazolam(P<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

nificanc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 between zaleplon and zopiclone group(P>0.05). But they were both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estazolam group (P<0.05).Conclusion　Zaleplon, zopiclone and estazolam similar curative effect.

Zaleplon and zopiclone were more effective on early phase insomnia.  They had less side effect in safety compared with 

estazo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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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生活节奏逐渐加快，失眠已成为一

种普遍的社会问题。据调查，失眠症的发病率在

35％以上［1］，妇女和老年人更常见。因此，有效治

疗失眠十分重要。一方面教导病人遇到应激事件学

会怎样缓解自己的情绪，另一个通过药物改善睡

眠［2］。长期使用苯二氮艹
卓类（BDZ）后有较强的依

赖性，且存在一些不良反应，伴有较严重的停药

反应和反跳现象。近几年，扎来普隆作为新型非

苯二氮艹
卓类镇静催眠药已用于临床［3］。它属吡唑并

嘧啶类（pyrazolopyrimidine）化合物，选择性作用

于 r- 氨基丁酸 - 亚型 A 受体复合体上的苯二氮艹
卓

（benzodiazepine，BZ）受体而发挥催眠作用，具有

苯二氮艹
卓类药的药理学特性，服后达峰浓度快，半

衰期短（约 1 小时左右），能缩短失眠病人入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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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提高睡眠质量，对快动眼睡眠（REM）无影响，日

间宿醉作用少，而成瘾性、停药后戒断反应和失眠

反弹均较少［4，5］。为明确扎来普隆治疗失眠症的有效

性和安全性，我们做了如下临床研究，为失眠症的

用药提供证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156 例失眠症患者均为我院 2015 年 2 月至 12 月

门诊和住院的睡眠障碍的患者，包括难以入睡、睡

眠不深、易醒、多梦、早醒、醒后不易再入睡、醒

后感不适、疲乏或白天困倦，入选标准为符合国际

疾病分类第 10 版非器质性失眠症的诊断标准。年龄

18～64 岁、病程 1～60 个月，性别不限；排除标准：

合并严重躯体疾病；研究前一周使用过抗精神病药、

抗抑郁药者；已知的酒和药物依赖及药物过敏者；汉

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 项）≥ 17 分者；汉密尔

顿焦虑量表（HAMA）（14 项）≥ 14 分者；近 3 月内参

与其他药物临床研究者。

1.2　方法

156 例患者依照随机数字法将其分为扎来普

隆组（n=50）、佐匹克隆组（n=53）和艾司唑仑组

（n=53），分别给予上述药物治疗，扎来普隆起始

剂量为 5mg/ 晚，最高剂量为 15mg/ 晚，佐匹克隆起

始剂量为 3.75mg/ 晚，最高剂量为 15mg/ 晚，艾司

唑仑起始剂量为 1mg/ 晚，最高剂量为 3mg/ 晚，疗

程均为 2 周；采用 SDRS 和 TESS［6］评定三组疗效及

不良反应。痊愈：SDRS 减分率≥ 80％，显著进步：

SDRS 减分率为 50％～79％，进步：SDRS 减分率为

25％～49％，无效：SDRS 减分率 <25％。有效率 =

（痊愈 + 显著进步 + 进步）/ 总例数 *100％。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包，计量资料用 x±s 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

验。P<0.05 视为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疗效

三组治疗后 SDRS 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

（P<0.05），三组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

见表 1。三组有效率分别为 96 .00 ％、94 .34 ％、

96.23％，具体结果见表 2。
表1　三组治疗前后SDRS评分比较（x±s）

扎来普隆组 佐匹克隆组 艾司唑仑组 F1 F2 F3

治疗前 24.68±6.32 24.22±4.37 24.37±7.03 0.167 0.279 0.567
治疗后 12.48±2.62* 12.37±5.29* 11.56±7.64* 0.012 0.729 0.331

F值 3.172 3.599 5.104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治疗后三组间SDRS评分

比较P>0.05
F1：扎来普隆与佐匹克隆比较；F2：扎来普隆与艾司唑仑

比较；F3：佐匹克隆与艾司唑仑比较。  

表2　三组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n 痊愈 显著进步 进步 无效 有效率（％）

扎来普隆组 50 14（28.00）22（44.00）12（24.00）2（4.00） 96.00*

佐匹克隆组 53 11（20.75）25（47.17）14（26.42）3（5.66） 94.34*

艾司唑仑组 53 12（22.64）28（52.84） 11（20.75 2（3.77） 96.23*

注：*扎来普隆与佐匹克隆比较（ｘ2=1.96 p=0.184）；扎来

普隆与佐匹克隆艾司唑仑比较（ｘ2=2.53 p=0.153）；佐匹克隆

与艾司唑仑比较（ｘ2=2，16 p=0.178），三组之间有效率比较P
均>0.05

2.2　对早、中、末段失眠的疗效

表 3 显示了扎来普隆组、佐匹克隆组和艾司唑

仑组治疗后 SDRS 早、中、末段失眠频度和程度的评

分与治疗前减分差值的比较，可以看到扎来普隆组、

佐匹克隆组早段失眠程度和频度评分比较差异无显

著性（P>0.05），但均大于艾司唑仑组（P<0.05），表

明扎来普隆、佐匹克隆对入睡困难的改善疗效相当，

但均优于艾司唑仑，对中段和末段失眠 三 组 疗 效

相似。

表3　治疗后SDRS量表早、中、末段失眠评分差值（x±s）比较

组别 扎来普隆组（n=50） 佐匹克隆组（n=53） 艾司唑仑组（n=53） P1 P2 P3

早段失眠频度 -1.78±0.67 -1.71±0.65 -1.34±0.66 0.981 0.013 0.024

早段失眠频度 -1.75±0.68 -1.69±0.66 -1.31±0.73 0.594 0.021 0.085

早段失眠频度 -1.39±0.55 -1.29±0.58 -1.27±0.67 0.815 0.481 0.579

早段失眠频度 -1.35±0.72 -1.27±0.69 -1.30±0.70 0.647 0.817 0.741

早段失眠频度 -0.96±0.63 -0.94±0.62 -0.85±0.60 0.749 0.523 0.663

早段失眠频度 -0.88±0.55 -0.85±0.58 -0.87±0.66 0.673 0.935 0.827

注：P1：扎来普隆与佐匹克隆比较；P2：扎来普隆与艾司唑仑比较；P3：佐匹克隆与艾司唑仑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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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不良反应比较

扎来普隆组 5 例，口干 1 例、口苦和头晕各 1
例、恶心 2 例；佐匹克隆组 6 例，口干 2 例、头晕 1
例、头痛 2 例、恶心 1 例；艾司唑仑组 22 例，乏力

5 例、头晕 7 例、头痛 8 例、口干 5 例、恶心 7 例、

肌肉松弛 2 例、食欲下降 3 例、宿醉现象 4 例、视

物模糊 1 例。扎来普隆组和佐匹克隆组不良反应发

生率显著低于艾司唑仑组（P<0.05），扎来普隆组与

佐匹克隆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3　讨论

扎来普隆是继佐匹克隆之后作用时间更短的一

种非苯二氮艹
卓类镇静催眠药，主要与 r- 氨基丁酸 -

苯二氮艹
卓类受体复合物相互作用，可明显缩短慢波

睡眠时间，而不影响快波睡眠时间［7］，因而患者一

般不会对药物产生依赖性，停药后很少出现戒断反

应和反跳性失眠，日间宿醉少，对精神运动和认知

功能损害轻，并较少产生骨骼肌松弛作用［8，9，10］。

本研究显示，扎来普隆和佐匹克隆改善失眠症

状有效率与传统苯二氮艹
卓类药艾司唑仑相当，对早

期失眠的减分明显，对入睡困难的疗效明显，能很

好的改善睡眠质量，这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一致［11］，

但扎来普隆和佐匹克隆不良反应明显较少且轻微，

有临床研究报道扎来普隆、佐匹克隆不良反应发生

率约为 11~18％［12］，较少成瘾及依赖，依从性好，

耐受性高。本研究对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未进行比

较，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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