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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戈美拉汀对围绝经期抑郁症患者内分泌、神经递质水平及睡眠质量的影响

马曙铮 1 、 柴清喜 2 、 郭满红 3 、 孟宝丽 1 、 张亚菲 1 

【摘要】目的　探究阿戈美拉汀对围绝经期抑郁症患者的内分泌激素、神经递质水平及睡眠质量

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联合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2018 年 3 月～2020 年 5 月期间收治的 115 例围

绝经期抑郁症患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 57 例患者采

用帕罗西汀联合安慰剂治疗，观察组 58 例患者采用帕罗西汀联合阿戈美拉汀治疗，观察对比两组患

者临床疗效，以及治疗前后的内分泌激素水平［卵泡刺激素（FSH）、黄体生成素（LH）、雌二醇（E2）

水平］、神经递质水平［多巴胺（DA）、去甲肾上腺素（NE）］和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评分。

结果　观察组患者临床总有效率为 96.55％高于对照组的 80.7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E2、DA、和 NE 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 PSQI 各项评分

及总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阿戈美拉汀联合帕罗西汀治疗围绝经期抑郁症患者临床疗效

确切，可显著改善患者睡眠质量和抑郁症状，考虑可能与改善患者血清 E2、DA 和 NE 水平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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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agomelatine on levels of endocrine hormones，neurotransmitters and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perimenopausal depression　　MA Shuzheng，CHAI Qingxi，GUO Manhong，et al. Pingdingshan Family 
Plann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Pingdingshan 467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agomelatine on the levels of endocrine hormones，neurotransmit-

ters and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perimenopausal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115 patients with perimenopausal 

depression in our hospital combined with Pingdingshan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from March 2018 to May 2020 were se-

lected.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as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the control group

（57cases）were treated with paroxetine combined placebo treatment，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of（58cases）were treated 

with paroxetine combined agomelatine，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scale（PSQI）score，and 

endocrine hormone level ［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FSH），luteinizing hormone（LH），estradiol（E2）levels］，

neurotransmitter levels ［dopamine（DA），norepinephrine（NE）］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96.55％，which is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80.70％）（P<0.05）. After treatment，the levels of E2，DA，and NE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treatment，PSQI score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Agomelatine combined with paroxetine in the treatment of perimenopausal depression patients 

has a definite clinical effect，which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atients' sleep qualit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and it 

is considered that it may be relat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serum E2，DA，and NE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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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绝经期是指由育龄期转变为生殖机能丧失的过

渡阶段，是女性从中年向老年转化的重要环节［1］。女

性在绝经前后发生性激素波动或减低而造成的自主神

经系统紊乱、内分泌功能失调，常伴随一系列神经心

理症状，其中 50％的女性会出现不同程度抑郁症状，

3％患有重度抑郁症。围绝经期抑郁症患者常出现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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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低落、精力降低、无价值感、精神运动性迟缓，甚

至导致患者发生更严重精神负担以及自杀、自伤倾

向，大多数患者无法自行缓解［2］。目前治疗该疾病常

用药物治疗，帕罗西汀是抗抑郁常用药物，其药效起

效较慢，单独使用时对睡眠质量改善效果欠佳；阿戈

美拉汀是一种褪黑素受体激动剂，可有效抑制 5- 羟

色胺受体，有效改善患者的抑郁和失眠症状［3］。鉴于

此，本文旨在观察阿戈美拉汀联合帕罗西汀对围绝经

期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疗效，现分享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联合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2018 年 3
月～2020 年 5 月期间收治的 115 例围绝经期抑郁症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符合围绝

经期综合征和抑郁症诊断标准［4-5］；月经不规律持续

时间大于 2 年；首次出现显著抑郁症状；所有患者及

家属知情并签订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伴有肝肾功

能障碍、神经系统障碍、癫痫等，其他原因所致抑

郁者；近期接受抗抑郁或激素药物治疗者；对本研究

药物过敏者。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对照组 57 例患者，年龄在 45～57 岁之间，平

均（51.02±3.44）岁，病程 7 个月～3 年，平均（1.79
±0.63）年，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19 例，高中 22
例，大专及以上 16 例。观察组 58 例患者，年龄在

46～58 岁之间，平均（52.00±3.46）岁，病程 8 个

月～3 年，平均（1.84±0.67）年，文化程度：初中及

以下 18 例，高中 23 例，大专及以上 17 例。两组患

者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帕罗西汀治疗，盐酸帕罗西汀

片（国药准字：H10950043，规格：20mg），早餐后口

服，40mg/ 次，1 次 /d。另辅以与阿戈美拉汀相同物

理状态的安慰剂治疗（剂量模仿阿戈美拉汀），用法

同观察组。

观察组患者给予帕罗西汀（剂量、用法同对照

组），同时联合阿戈美拉汀片（国药准字：H20143375，

规格：25mg）口服，初始剂量为 25mg/ 次，1 次 /d，晚

上服用，治疗 1 周后根据病情程度调整剂量为 50mg/

次，最大剂量不超过 50mg。两组患者均持续治疗 8周。

1.3　观察指标

（1）两组患者临床疗效评估［6］：参照汉密尔顿

抑郁量表（HAMD）评估，其中包含 24 个条目，每

个条目评分范围为 0～4 分，分数越高表示抑郁程度

越严重。减分率 =（治疗前分数 - 治疗后分数）/ 治

疗前分数 ×100％。基本痊愈为 HAMD 减分率大于

75％；显效为 75％<HAMD 减分率≤ 50％；有效为

50％<HAMD 减分率≤ 25％；无效为 HAMD 减分率

小于 25％。总有效率 =（基本痊愈 + 显效 + 有效）

/ 总例数 ×100％。

（2）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内分泌激素水平比较：

治疗前后分别抽取患者空腹静脉血 3ml 置于促凝管

内，以 3000r/min 离心 10min，分离血清，采用化学

发光法检测卵泡刺激素（FSH）、黄体生成素（LH）、

雌二醇（E2）水平。

（3）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神经递质水平比较：治

疗前后分别抽取患者空腹静脉血 3ml，以 3000r/min

离心 10min 离心分离血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

测多巴胺（DA）、去甲肾上腺素（NE）。

（4）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评

估两组患者治疗后睡眠质量：其中包含睡眠时间、睡

眠质量、睡眠效率、睡眠障碍等 7 个维度，总分为

21 分，分数越低表示睡眠质量越差。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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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n（％）］”表示。以 P<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临床总有效率为 96.55％高于对照组

的 80.7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n 基本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58 29（50.00）20（34.48）7（12.07） 2（3.45） 56（96.55）

对照组 57 9（15.79）21（36.84）16（28.07）11（19.30）46（80.70）

χ2 值 4.4761

P值 0.000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内分泌激素和神经递质

水平对比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内分泌激素和神经递质水

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治疗后，两组

患者的 FSH、LH 水平较治疗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E2、DA、和 NE 水平较前升高，且观察

组患者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2.3　两组患者治疗后 PSQI 评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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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围绝经期是指女性卵巢功能自旺盛状态逐渐

转变为衰弱至完全消失的阶段，卵巢功能一旦衰退

雌激素分泌会显著降低，下丘脑垂体负反馈能力减

弱，引发促性腺激素大量释放，造成下丘脑 - 垂体 -

卵巢轴功能失衡，导致脑内β- 内啡肽和 5- 羟色胺

（5-HT）等中枢神经递质浓度及活性降低，进而导

致患者情绪变化、精神状态异常，体温调节系统、

交感神经系统失调，并出现一系列自主神经功能紊

乱。围绝经期与抑郁存在潜在关系，在此阶段共同

存在心血管舒张症状、心血管问题、睡眠障碍、紧

张等不良症状，进而破坏褪黑素正常分泌，导致昼

夜节律紊乱，诱发抑郁症症状［7］。因此，本文以阿

戈美拉汀和帕罗西汀联合治疗围绝经期抑郁症患者

进行研究，探究其临床疗效及对机体激素水平和睡

眠质量的影响。

5-HT 是人体大脑内神经递质，当人体遭遇巨

大损害或情绪低落，均会造成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

腺轴功能出现异常，诱发机体内 5-HT 等多种神经

递质浓度和活性降低，进而导致围绝经期患者发生

抑郁症。帕罗西汀通过选择性抑制神经突触前膜对

5-HT 的再摄取，升高神经突触间隙内 5-HT 水平和

作用时间，使神经传导能力得以改善，进而缓解抑

郁症状。其对 5-HT 具有较高的选择性和结合力，可

增大尾状核头部和前额叶部位脑血流量，使神经递

质活性增强，对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摄取量减低，

进而改善神经元运动能力，缩短抑郁病程。经帕罗

西汀治疗后，通过对下丘脑刺激可直接激发性腺功

能，促进患者机体内雌二醇（E2）分泌，而 E2 可减

低单胺氧化酶活性，降低 5-HT 因子分解，进而提高

5-HT 浓度及生物学疗效，发挥抗抑郁作用［8］。本研

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血清 E2、DA、NE 水平和

PSQI 各项评分均优于对照组（P<0.05），FSH、LH

治疗前后无显著差异（P>0.05），提示阿戈美拉汀联

合帕罗西汀治疗可有效改善患者抑郁症状、神经递

质、E2 水平及睡眠质量，但对 FSH、LH 水平改善

不显著。阿戈美拉汀是目前临床上新型抗抑郁药物，

其通过抑制褪黑素 MT1、MT2 受体激动和 5-HT2c 受

体，可使患者昼夜紊乱状态得以纠正，重新建立生

物节律，有效调节睡眠周期；其对大脑神经元 5-HT、

DA、NE 无直接影响，可提高前额叶皮质部位 DA 分

泌和神经元再生，特异性加强 DA、NE 等神经递质

作用，进而改善患者的睡眠和抑郁状态［9］。阿戈美

拉汀还可促进前额叶皮质和海马区域神经发育，提

高蛋白激酶 B、糖原合成酶激酶 3-β等多种细胞信

号能力，经调节细胞间信号传导可直接控制大脑神

经元，提高细胞功能恢复和神经元可塑性，使受损

神经元通路得以修复，进而改善抑郁症状［10］。本研

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临床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P<0.05）。两种药物联合使用通过纠正下丘脑垂体

反馈功能，促进 E2 分泌能力，增厚患者机体内卵巢

颗粒细胞层，膜细胞层厚度变薄，使机体雌二醇激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 PSQI 各项评分及总分均低 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内分泌激素和神经递质水平对比（x±s）

组别
FSH（U/L） LH（U/L） E2（ng/L） DA（ng/L） NE（ng/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n=58）55.96±9.87 54.79±6.10 39.72±7.52 38.54±4.10 10.15±3.12 22.79±5.02a 40.55±7.34 69.20±8.53a 31.02±5.03 50.44±7.62a

对照组（n=57）55.99±9.89 55.28±6.96 39.78±7.59 38.85±4.62 10.17±3.13 16.32±4.10a 40.59±7.37 51.76±7.46a 31.05±5.05 45.36±6.15a

t 0.0163 0.4017 0.0426 0.3807 0.0343 7.5624 0.0292 11.6628 0.0319 3.9300

P 0.9870 0.6887 0.9661 0.7041 0.9727 0.0001 0.9768 0.0001 0.9746 0.0001

注：与治疗前比较，aP<0.05。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后PSQI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睡眠质量 入睡时间 睡眠时间 睡眠效率 睡眠障碍 催眠药物 日间功能障碍 总分

观察组 58 1.02±0.60 1.13±0.55 1.05±0.52 1.30±0.41 1.22±0.45 1.06±0.30 1.35±0.36 8.13±3.19

对照组 57 2.23±0.62 2.25±0.51 2.12±0.53 2.24±0.47 2.03±0.52 1.98±0.37 2.44±0.40 15.29±3.42

t 10.6356 11.3186 10.9281 11.4349 8.9370 14.6584 15.3655 11.6122

P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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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水平得以改善，但对 FSH、LH 改善不明显，考虑

阿戈美拉汀和帕罗西汀药物无直接作用于卵巢功能，

尚未发现证据证明其对性激素水平有直接改善作用；

通过对 5-HT 拮抗作用，增强前额叶 DA 和 NE 神经

递质传导，提高谷氨酸释放进和神经突触重塑能力，

进而发挥神经功能的保护作用，提升临床疗效［11-12］。

综上所述，阿戈美拉汀联合帕罗西汀治疗围绝

经期抑郁症患者临床疗效确切，可显著改善患者睡

眠质量，考虑可能与改善患者血清 E2、DA、和 NE

水平相关。本研究尚存不足之处，样本纳入量较少，

未经多中心共同研究，后续应扩大样本量、多中心

进行深入研究，为临床提供良好指导意见。

参考文献

1. 加孜热亚·再依拿提，邢淑清，热那姑丽·艾克拜尔，等 . 

围绝经期和绝经后女性甲状腺疾病现况及特征研究［J］. 中

国全科医学，2021，24（3）：310-315.

2. 李洋，朱翔贞，高静芳 . 围绝经期抑郁症诊疗的研究进展

［J］. 浙江医学，2020，42（1）：94-97.

3. 张达明，宋志娇 . 围绝经期妇女抑郁焦虑不同治疗方式与

血清性激素 5- 羟色胺水平的关系［J］. 中国药物与临床，

2020，20（14）：2338-2340.

4.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内分泌学组及指南专家组 . 多囊卵巢

综合征中国诊疗指南［J］. 中华妇产科杂志，2018，53（1）：2-6.

5. 李凌江，马辛 . 中国抑郁症防治指南（第二版）［M］. 北京：

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社，2015：5.

6. 梁瑞琼 . 心理评估与测量学［M］.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75.

7. 水晶，褚克昙，马麟娟，等 . 围绝经期抑郁的研究新进展

［J］. 中华生殖与避孕杂志，2020，40（10）：842-846.

8. 柯菲菲，蓝利明 . 帕罗西汀联合盐酸曲唑酮治疗围绝经期抑郁

症的临床效果［J］. 浙江临床医学，2020，22（10）：1472-1473.

9. 王艳婕，曹威，李庆丽，等 . 阿戈美拉汀联合解郁丸治疗

对抑郁症患者炎症因子和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影响［J］. 

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2020，28（1）：61-63.

10. 王俊明，张勇，唐吉友 . 阿戈美拉汀对围绝经期失眠伴

焦虑抑郁的临床研究［J］. 徐州医科大学学报，2020，40
（5）：344-346.

11. 吕会娟，周斌，孙博，等 . 音乐放松疗法联合阿戈美拉

汀对产后抑郁患者的效果［J］.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2020，

47（4）：760-763.

12. 王俊仙，李艳红，任帅 . 阿戈美拉汀联合认知行为干预

对缺血性脑卒中后抑郁患者的影响［J］. 国际精神病学杂

志，2020，47（1）：120-122，132.

（收稿日期：2021 年 1 月 25 日）

参考文献

1. 鲁玉霞，张会娟，卢海燕 . 体感游戏治疗对学龄期孤独症

患儿认知功能与生活技能的效果［J］.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2020，47（3）：475-478.

2. 王金微，顾丹丹，孙岩岩，等 . 早期介入丹佛模式治疗儿

童孤独症谱系障碍的疗效分析［J］.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

杂志，2019，28（8）：684-688.

3. 刘芸，李志斌，徐开寿 .2019 年加拿大儿科学会立场声明

《孤独症谱系障碍诊断性评估标准》解读［J］. 中国全科医

学，2020，23（8）：893-900.

4. 黄永禧，李世英，张金声，等 . 介绍一本可供社区医疗康

复参考的工具书——评《康复治疗处方手册》［J］. 中国康

复医学杂志，2013，28（4）：304.

5.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发育行为学组，中国医师协会儿

科分会儿童保健专业委员会，儿童孤独症诊断与防治技

术和标准研究项目专家组 . 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早期识别

筛查和早期干预专家共识［J］. 中华儿科杂志，2017，55
（12）：890-897.

6. 邹卓，刘芸，黄浩宇，等 . 儿童孤独症谱系障碍流行现状

和家庭干预的研究及策略［J］. 中国全科医学，2020，23
（8）：900-907.

7. 李恩耀，牛少朵，赵鹏举，等 . “地板时光”联合综合康复

训练对孤独症患儿的临床疗效观察［J］. 中国康复医学杂

志，2018，33（12）：1465-1467.

8. 金艳，马晓晓，陈新茹 . 孤独症儿童家长孤独症广泛表型

和家庭功能与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关系［J］. 中国心理卫生杂

志，2020，34（3）：234-236.

9. 胡亚萍 . 孤独症患儿应用培训 - 家庭康复训练系统护理干

预的效果及对社交能力、心理推理能力的影响［J］. 微量元

素与健康研究，2019，36（6）：93-94.

10. 任青 . 体感游戏康复治疗对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日常

生活能力及情绪行为的影响［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8，26（4）：509-513.

11. 刘桂华，黄龙生，钱沁芳，等 . 阶梯式融合性箱庭疗法对

学龄前轻中度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核心症状及睡眠管理的

效果评价［J］.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2019，21（8）：743-748.

（收稿日期：2021 年 4 月 21 日）

上接第 66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