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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氮平治疗伴有睡眠障碍的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的疗效分析

李慧丽

【摘要】目的　分析米氮平治疗伴有睡眠障碍的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

201� 年 1 月～201� 年 � 月内收治的伴有睡眠障碍的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 �0 例，随机法分为 2 组，各

�0 例。对照组采用谷维素片治疗，试验组采用米氮平治疗。比较两组治疗前、后 4w、8w 时汉密尔

顿抑郁量表（HAMD）、匹兹堡睡眠指数（PSQI）等评分变化、总体疗效及不良反应。结果　治疗前

两组各项评分无明显差异（P> 0.0�），治疗 4w、8w 后，实验组 HAMD、PSQI 等评分改善明显优于

对照组（P< 0.0�）。试验组总有效率更高（P< 0.0�），对照组的不良反应率低于试验组（P< 0.0�）。

结论　米氮平治疗伴有睡眠障碍的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的效果较为确切，可明显改善患者睡眠质量

和抑郁症状，但存在一些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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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mirtazapine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perimenopausal syndrome and sleep disorders
　　LI Huili. General Hospital of PINGMEISHENMA Medical Group，Pingdingshan 467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mirtazapine on patients with perimenopausal syndrome 

and sleep disorder.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7 to May 2019，60 patients with perimenopausal syndrome and 

sleep disorders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30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oryzanol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mirtazapine. The changes of HAMD and PSQI scores，the 

overall efficacy and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4 and 8 weeks of treat-

ment. Results　The scores of HAMD and PSQI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adverse reaction rate of the control groups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mirtazapine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perimenopausal syndrome and sleep disorders is good，which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leep quality and depression of patients，but there are some adverse re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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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上，围绝经期综合征较为常见，其指的是

一组症候群，主要为自主神经功能紊乱，且伴有神经

心理症状，主要由绝经前后妇女体内雌激素波动或减

少所致，又称之为更年期综合症［1-2］。该病症一旦发

生，患者会出现睡眠障碍、情绪低落、烦躁、躯体不

适等自主神经紊乱症状［3］。对于伴有睡眠障碍的围绝

经期综合征患者，临床主要采取药物治疗的方式，常

用的即为谷维素片，但该药物使用后效果欠佳，因而

临床应用受到一定限制［4-5］。因此本文时间选取 2017
年 1 月～2019 年 5 月内，对象选取伴有睡眠障碍的围

绝经期综合征患者 60 例，均根据随机法分组，2 组各

30 例，即分析了伴有睡眠障碍的围绝经期综合征行米

氮平治疗的临床疗效，现阐述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本次时间选取 2017 年 1 月～2019 年 5 月内，对

象选取伴有睡眠障碍的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 60 例，

均根据随机法分组，2 组各 30 例。比较基础数据：实

验组年龄值为 48～53（50.2±2.4）岁；病程为 1～7
（4.2±1.1）个月。对照组年龄值为 48～5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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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病程为 1～7（4.5±1.3）个月。比较分析两个

组别基础数据，结果发现 P>0.05，说明可比较研究。

入选及排除条件［6-7］：均符合第 7 版《妇产科学》

中有关的相关诊断标准；均为围绝经期综合征伴有睡

眠障碍；均存在情绪低落、烦躁、易怒、焦虑、抑郁、

抑郁、纳差、乏力感等其他症状；均无本次用药过敏

史；均知晓本次研究，且自愿参与。排除合并重大疾

病未愈者、酗酒或药物依赖者、近 1 个月内采用雌激

素体态治疗或使用精神类药物治疗者、合并甲状腺疾

病或自身免疫性疾病者、存在血常规异常或肝肾功能

障碍者、对本次用药过敏者、依从性差或中途脱落者。

1.2　方法

采用谷维素片（国药准字 H12020296）治疗对照

组，即口服，于每顿餐后服用，10mg/ 次，3 次 /d，

持续治疗 8w。采用米氮平（国药准字 H20090332）

治疗实验组，即于每日睡前 1～2h 口服，初始剂量

为 15mg/ 次，1 次 /d，治疗 1w 后增加剂量至 30mg/

次，持续治疗 8w。

1.�　观察指标

比较两个组别治疗前、后 4w、8w 时 HAMD（用

于评估抑郁症状，工具为汉密尔顿抑郁量表［8］，分

值越低越好。）、PSQI（用于评估睡眠质量，工具为匹

兹堡睡眠指数量表［9］，分值越低越好。）等评分变化、

总体疗效（评估依据［10］：HAMD、PSQI 减分率 75％

及以上为痊愈；HAMD、PSQI 减分率 25％-74％为好

转；HAMD、PSQI 减分率 25％以下为无效。）及不良

反应（包括口干、恶心、日间嗜睡、体质量增加等）。

1.4　统计学处理

本文用百分率表示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用 t 和

χ2 检验，用软件 SPSS 20.0 统计分析资料，检验水

准α=0.05。

2　结果

2.1　两个组别 HAMD 评分分析对比

见下表 1，两组治疗前 HAMD 评分无明显差异

（P>0.05），治疗 4w、8w 后实验组的 HAMD 评分优

于对照组，P<0.05。
表1　两个组别HAMD评分分析对比（x±s，分）

分组 n 治疗前 治疗后4w 治疗后8w

实验组 30 15.6±3.6 9.5±3.4 6.5±3.2

对照组 30 15.7±2.8 13.7±3.7 13.5±3.1

T值 0.8544 3.6254 4.8751

P值 0.965 0.000 0.000

2.2　两个组别 PSQI 评分分析对比

见下表 2，两组治疗前 PSQI 评分无明显差异

（P>0.05），治疗后 4w、8w 时 PSQI 评分实验组优于

对照组，P<0.05。
表2　两个组别PSQI评分分析对比（x±s，分）

分组 n 治疗前 治疗后4w 治疗后8w

实验组 30 15.6±2.9 8.7±2.5 6.5±2.3

对照组 30 15.8±2.4 13.1±3.4 13.5±3.2

T值 0.5274 4.6358 5.7452

P值 0.639 0.000 0.000

2.�　两个组别总体效果分析对比

见下表 3，两个组别治疗总有效率对比发现实

验组更优，P<0.05。
表3　两个组别总体效果分析对比［例（％）］

分组 n 无效 好转 痊愈 有效率（％）

实验组 30 2（6.67） 10（33.33） 18（60.0） 28（93.33％）

对照组 30 8（26.67） 9（30.0） 13（43.33） 22（73.33％）

χ2值 6.3214 0.0217 3.1254 6.3214

P值 0.000 0.452 0.001 0.000

2.4　两个组别不良反应分析对比

见下表 4，两个组别不良反应率对比发现对照

组更优，P<0.05。
表4　两个组别不良反应分析对比［例（％）］

分组 n 恶心 日间嗜睡 口干 体质量增加 发生率（％）

实验组 30 0（0.0） 2（6.67） 1（3.33） 4（13.33） 7（23.33％）

对照组 30 1（3.33） 0（0.0） 1（3.33） 0（0.0） 2（6.67％）

χ2值 0.5241 2.0369 0.0000 3.8574 5.2014

P值 0.152 0.022 1.000 0.000 0.000

3　讨论

围绝经期综合征发生率较高，主要是由于患者

的雌激素及其受体减少，导致下丘脑 - 垂体 - 卵巢

轴功能紊乱，失眠是最常见的症状之一［11］。患者出

现失眠与抑郁、焦虑有密切关系，通过抗焦虑、抑

郁治疗，则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者睡眠质量。尽

管采用激素替代疗法可显著改善患者的症状，但会

影响患者乳腺和子宫内膜，精神症状也较为常见，

所以该方法受到一定限制［12］。目前首选的治疗方案

即为抗抑郁药物治疗［13］。

米氮平作为一种特定去甲肾上腺素能和 5- 羟色

胺抗抑郁药物，在治疗伴睡眠障碍的抑郁、焦虑、躯

体化症状、广泛性焦虑方面效果显著，且起效十分迅

速，具有十分独特的双重作用［14］。本研究发现：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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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w、8w 后，实验组的 HAMD、PSQI 评分优于对照组，

这表明伴有睡眠障碍的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接受米氮

平治疗可显著改善其抑郁症状和睡眠障碍。治疗总有

效率对比发现：实验组优于对照组，表明伴有睡眠障

碍的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行米氮平治疗的效果更为显

著。不良反应率对比发现：对照组少于实验组，表明

米氮平的不良反应相对较多，因此临床需予以重视。

该结果与孙瑞坦，朴翔宇，蔡鸣，等［15］的报道基本一

致，该研究也发现伴有睡眠障碍的围绝经期综合征行

米氮平治疗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和价值。

综上所述，伴有睡眠障碍的围绝经期综合征行

米氮平治疗效果较为确切，可显著改善患者的睡眠

质量和抑郁症状，但不良反应相对较多，因此临床

工作中要注意药物的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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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睡眠效率的效用。高岩等［10］学者研究与本研究

结果一致，进一步证实心理疗法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常规药物联合心理疗法通过疏解患

者不良情绪、纠正患者认知、调节自主神经活动及

行为、降低炎性细胞因子水平等，治疗青年卒中合

并睡眠障碍效果显著，有效提升患者睡眠质量，改

善精神心理状态及神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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