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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洛西汀联合加巴喷丁治疗躯体形式疼痛障碍疗效分析

潘江艳 1 、 杨　盼 1 、 韦　鑫 1 、 黄海燕 2

【摘要】目的　观察度洛西汀肠溶片联合加巴喷丁胶囊治疗躯体形式疼痛障碍的临床治疗效果。

方法　将持续性躯体形式疼痛障碍的 �0 例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分别使用度洛西汀肠

溶片联合加巴喷丁胶囊和单用使用度洛西汀肠溶片进行治疗，使用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Score，VAS 评分）对患者治疗前以及治疗后 2，4，� 周的疼痛状况进行评定，并对患者的治

疗效果采用使用生活质量评分（Karnofsky 评分）进行评定。结果　与治疗前相比，对照组和研究组

治疗后 2 周、4 周、� 周 VAS 评分明显降低，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通过组间比较发现从

治疗后第 2 周开始，研究组 VA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生活质量

Karnofsky 评分结果发现，两组治疗后均明显高于治疗前（P< 0.0�），且从治疗后第 2 周期，存在显

著组间差异（P< 0.0�）。单独使用度洛西汀肠溶片有效率达到 �7.�％（27/40），联合用药有效率得到

�2.�％（��/40）。结论　度洛西汀肠溶片联合加巴喷丁胶囊治疗躯体形式疼痛障碍具有良好的治疗效

果，起效快，不良反应较为轻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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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duloxetine enteric coated tablets combined with gabapentin capsules in of the somatoform 
pain disorder　PAN Jiangyan，YANG Pan，WEI Xin，et al. Guangxi brain hospital psychiatrist a ward，Liuzhou 
545005，China

【Abstract】Objection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duloxetine enteric coated tablets combined with gabapentin 

capsule in the somatoform pain disorder. Methods　The 80 patients，who were persistent somatoform pain disorder，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respectively，the use of duloxetine enteric coated 

tablets combined with gabapentin capsules and single charge of duloxetine enteric coated tablets for treatment，Using 

the Visual Analogue Scale and Karnofsky Scale，the therapeutic effect was assessed in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before 

and 2，4 and 6 weeks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patients before treatment，The VAS scores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after 2 weeks，4 weeks，8 weeks treatment （P<0.05）. From 

second weeks after treatment，the VAS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Karnofsky score of quality of life found that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efore treatment （P<0.05），and after treatment，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

ferences between groups （P<0.05）.  The response rate of duloxetine enteric coated tablets is 67.5％（27/40），The 

response rate of combined drug is 82.5％（33/40）. Conclusion　Duloxetine combined with gabapentin capsule has a 

good therapeutic effect to treat somatoform pain disorder，and has low  adverse reactions.

【Key words】Duloxetine enteric coated tablets；Gabapentin；Somatoform pain disorder

躯体形式疼痛障碍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科疾病，

其主要临床特征为出现不符合正常生理过程以及躯

体障碍的持续性严重性的疼痛［1、2］。目前临床上使

用抑郁剂、抗焦虑等药物进行治疗为主要治疗方案，

但此方案疗效相对有限［3］。度洛西汀 肠溶片对去甲

肾上腺素和 5- 羟色胺的再次摄取具有双重抑制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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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物（SNRIs），此种药物主要用于对抑郁症的治

疗，在本次研究中通过度洛西汀 肠溶片联合加巴喷

丁与单独使用度洛西汀肠溶片对躯体形式疼痛障碍

治疗的安全性以及有效性进行对比研究。

1　一般资料与研究方法

1.1　一般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 2013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80
例患有躯体形式疼痛障碍的患者。纳入标准：所有患

者均需要符合国际疾病分类标准（ICD-10）所规定

的躯体形式疼痛障碍临床诊断标准；纳入患者年龄为

20～50 岁，患者病程在 2～4 年，患者在治疗前半个

月内未服用任何抗精神和抗抑郁的药物；所有患者均

需要进行尿、血常规，肾、肝功能以及心、脑电图

均正常。排除标准：患有严重躯体疾患的患者，有酒

和药物依赖、过敏史等的患者。

1.2　分组

将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字表分为 2 组：单用度洛

西汀肠溶片治疗组（对照组）、度洛西汀联合加巴喷

丁治疗组（研究组），每组 40 例患者。患者进组前均

需签署知情同意书。

1.�　用药名称及药物规格

度洛西汀肠溶片（批号：H20061261，20mg）。

加巴喷丁胶囊（批号：H20051068，300mg）。

1.4　治疗方案

对照组采用单度洛西汀肠溶片口服给药，具体

给药方式为，第 1 日口服 20mg 一日二次；1 周后加

至 60mg/ 日（一日一次或 30mg 一日二次）

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另外给予加巴喷丁胶囊第

1 日 0.3g，第二日 0.6g，分两次服，第 3 日服用 0.9g，

分三次服用。第 4～10 日服用 1.2g～1.8g，分三次服。

两组均给予 8 周用药。

1.�　治疗效果评估

使用生活质量评分（Karnofsky 评分）以及视觉

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Score，VAS 评分）

对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疼痛的改善情况进行评估，

并详细记录患者的不良反应状况。

VAS 评分：完全无痛评定为 0 分；轻度疼痛，对

日常生活不造成影响者评定为 1～3 分；中度疼痛，

4～7 分，当对睡眠造成影响者评定在 5 分以上；剧

烈疼痛，8～10 分。

患者在治疗前以及给予相应治疗后的第 2，4，

8 周进行生活质量评分，分数范围在 0～100 分之间，

生活质量越好分值越高。

疼痛缓解程度界定：当 VAS 评分达到 0 时表明完

全缓解；降低幅度＞ 75％时评定为明显缓解，降低幅

度在 50％～74％时评定为中度缓解；在 25％～49％

则评定为轻度缓解；低于 24％者评定为无缓解。

有效率 =（完全缓解 + 明显缓解 + 中度缓解）

/ 总病例数 ×100％，并详细记录患者发生的不良反

应事件。

1.�　统计学分析方法

本次研究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

包进行纳入分析，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进行分析处

理，计数资料并辅以卡方检验进行精确分析，计量

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 t 检验进

行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一般资料情况对比

治疗前两组患者在体重、年龄以及病程上无明

显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之间具有可对比性，

详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一般资料情况对比

组别 n 年龄（岁） 体重（kg） 病程（月）

对照组 40 43.8±7.4 62.1±10.5 35.1±5.1

研究组 40 41.7±5.9 61.9±9.7 36.9±4.7

2.2　两组生活质量与 VAS 评分对比

与治疗前相比，对照组和研究组治疗后 2 周、4
周、8 周 VAS 评分明显降低，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通过组间比较发现从治疗后第 2 周开始，

研究组 VA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详见表 2。
表2　两组VAS评分对比（分，x±s）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2周 4周 8周

对照组 40 7.6±1.4 5.1±1.3* 4.8±0.9* 4.2±1.2*

研究组 40 7.5±1.1 4.1±1.6* 3.5±1.2* 2.9±1.6*

t 值  3.165 2.154 3.109 2.163

P 值  1.191 0.013 0.021 0.011

F 值 30.524

自由度 0.995

概率值 29.541
*P<0.05，与治疗前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生活质量 Karnofsky 评分结果发现，两组治疗后

均明显高于治疗前（P<0.05），且从治疗后第 2 周期，

存在显著组间差异（P<0.05），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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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疗效对比

单独使用度洛西汀肠溶片有效率达到 67 .5 ％

（27/40），联合用药有效率得到 82.5％（33/40）。

2.4　不良反应对比

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两组患者均会出现头

晕、口干以及嗜睡等不良反应，其中对照组有 13 例

（32.5％），研究组有 17 例（42.5％），两组之间无统

计学意义。

3　讨论

疼痛影响的不仅是患者自身的情绪，同时还会

对患者的康复也产生不良的影响。躯体形式疼痛障

碍是一种自发性且伴有痛觉超敏以及感觉过敏疾患，

是神经性病理的典型疾患，此种疼痛即会间歇性也

可能会持续性发作［4］。患者对疼痛的具体位置大多

不能明确定位，但大多数出现在上肢、面部以及腹

部，乃至整个半身。

目前为止，导致躯体形式疼痛障碍发生的机制

未能完全明确，可能是中枢神经系统内的神经传导

通路上的相关部位受到损伤，从而发生中枢性神经

疼痛，但不可用疼痛闸门机制以及伤害性冲动传入

模式对其进行简单的解释［5］。对于躯体形式疼痛障

碍仍未有更好的治疗方法，采用神经调控为一种较

为有效的治疗方案［6，7］，为目前治疗的首选方案。在

本次研究中所使用的度洛西汀以及加巴喷丁均属于

IASP 所推荐的抗抑郁和抗惊厥药物。

度洛西汀主要对去甲肾上腺素和 5- 羟色胺具有

极强的抑制作用，但对其他神经递质以及相关的诸如

钾、钠、钙等离子通道却无抑制作用［8］，所以患者在

使用度洛西汀治疗时不良反应发生率较少［9］。由于此

药每日服用次数和剂量较低，患者有较高的依从性。

一系列的相关研究表明，对直接性的镇痛效果方面，

度洛西汀具有明显的优势，其将疼痛与焦虑之间的

恶性循环打破，对疼痛程度高的患者具有更有效的

止疼效果［10］。同时相关临床研究发现，餐后服用度

洛西汀可有效的降低恶心等不良反应的发生［11］。

加巴喷丁对神经病理性疼痛的作用机制目前

虽未得到明确，但大多数研究表明其可能与抑制

NMDA 受体以及钙通道有着密切的相关性。国内外

相关报道指出［12］，抗抑郁药与之联合使用具有更加

良好的治疗效果。

在本次研究中我们发现，单独使用度洛西汀肠

溶片对躯体形式疼痛障碍患者进行治疗，其总有效

率为 67.5％（27/40），但联合用药后的总有效率可达

82.5％（33/40）。给予治疗 2 周开始，联合用药组在

减轻患者疼痛以及生活治疗提高方面，具有明显的

优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且 VAS 评

分也有明显的改善（P<0.05）。同时两组在不良反应

事件发生方面也不存在明显的差异（P>0.05），也无

严重不良事件出现。本次研究中依旧存在一定不足，

由于时间，经费等原因纳入本次研究的患者相对有

限，因此研究可能受到了人群的限制。

由此可见，度洛西汀肠溶片联合加巴喷丁胶囊

对治疗躯体形式疼痛障碍治疗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良好的耐受性，安全性也较高，并且不良反应事件

也无明显增加，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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