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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戈美拉汀联合艾司西酞普兰
对抑郁症患者负性情绪、睡眠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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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探讨阿戈美拉汀与艾司西酞普兰联用对抑郁症的负性情绪、
睡眠质量的疗效。 方法 筛选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5 月在武汉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就诊的抑郁症患者 106 例，采用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
照组，每组各 53 例，观察组给予阿戈美拉汀联合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对照组给予艾司西酞普兰治疗，观察期
为 8 周。观察两组临床疗效；于治疗前及治疗 2、
4、
8 周分别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汉密尔顿焦虑
量表（HAMA）、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评估抑郁症状、焦虑症状及睡眠质量改善情况；记录两组
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的总有效率为 96.23%，高于对照组的 83.0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两组患者治疗 2、4、8 周 HAMD、HAMA 评分均较治疗前下降（P < 0.05），两组治疗 4、8 周后
PSQI 评分较治疗前下降，且观察组以上指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05）。两组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阿戈美拉汀联合艾司西酞普兰可有效缓解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焦
虑情绪，改善睡眠质量，安全性理想。
[ 关键词 ] 阿戈美拉汀；艾司西酞普兰；失眠；抑郁症；负性情绪；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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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 of agomelatine combined with escitalopram on negative
emotions and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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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therapeutic efficacy of agomelatine combined with escitalopram
on negative emotions and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106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of Wuhan No.1 Hospital from May 2020 to May 2021 were
screened and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n=53) and the control group (n=53)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agomelatine combined with escitalopram,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escitalopram. The observation period was 8 weeks.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 Hamilton anxiety scale (HAMA) and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s
well as sleep quality before treatment and after 2, 4 and 8 week after treatment. The adverse reactions (ADR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record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total respons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6.23%, higher than 83.02%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baseline, the scores of HAMD and HAMA i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oth decreased after 2, 4 and 8
week after treatment (P < 0.05), the scores of PSQI i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decreased after 4 and 8 week
after treatment, and the above indic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ll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otal incidence of AD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Conclusion Agomelatine combined with escitalopram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emotions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improve sleep quality and have ideal safety.
[Key words] Agomelatine; Escitalopram; Insomnia; Depression; Negative emotions; Sleep quality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相关系统分析

加了 49.86%，有超过 3 亿人患抑郁症，是全球疾病

显示，从 1990 年至 2017 年全球抑郁症的患病率增

负担的第二大原因 [1]。抑郁症的临床症状包括睡眠

[ 基金项目 ] 湖北省武汉市卫生健康委项目（WX20B23）。

障碍，60% ～ 90% 的患者主诉为失眠，典型的特征

▲

是早醒 [2]。经典的抗抑郁药如选择性 5- 羟色胺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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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取抑制剂（SSRIs），改善情绪效果良好，但对失眠

评分为 0 ～ 2 分的 3 级评分法。总分 >35 分属于严

的效果很弱，甚至会加重失眠 。阿戈美拉汀是褪

重抑郁；总分 21 ～ 35 分，属于轻到中度抑郁；总

黑素受体激动剂和 5-HT2C 受体拮抗剂，可改善睡

分 8 ～ 20 分，属于可能存在抑郁；总分 <8 分，不存

眠和抗抑郁 ，已被推荐为伴有睡眠障碍抑郁的一

在抑郁。

线治疗药物 。现如今缺少充足的阿戈美拉汀和

1.4.2

[3]

[4]

[5]

焦虑程度

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其他抗抑郁药搭配使用成效以及安全性的研究，为

（Hamilton anxiety rating scale，HAMA）中文版 [7] 评

此，本研究选取首发伴失眠抑郁症患者 106 例，旨

估，评分越高焦虑程度越重。包括 14 个项目，均选

在探讨阿戈美拉汀与艾司西酞普兰联用治疗抑郁

用 5 级评分法，
分值为 0 ～ 4 分。总分 > 29 分属于严

症的临床效果。

重焦虑；总分 22 ～ 29 分，属于肯定存在明显焦虑；

1

总分 14 ～ 21 分，肯定存在焦虑；总分 7 ～ 13 分，可

1.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能存在焦虑；总分 <7 分，不存在焦虑。

选 取 2020 年 5 月 至 2021 年 5 月 在 武 汉 市 第

1.4.3

睡眠质量

使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一医院（我院）神经内科就诊的 106 例首发伴失眠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8] 评 估，主 要

抑郁症患者，按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n=53）和对

针对受试者最近 1 个月的睡眠质量。总共包括 9 个

照组（n=53）。观察组男 23 例，女 30 例，平均年龄

大条目，总分范围在 0 ～ 21 分，分值越高，睡眠质

（36.62±11.41）岁，
平均病程（5.68±1.23）个月。对照

量 越 低。0 ～ 5、6 ～ 10、11 ～ 15、16 ～ 21 分 依 次

组男 22 例，女 31 例，平均年龄（36.25±10.80）岁，平

代表的是睡眠质量为很好、还行、一般、很差，总分

均病程（5.46±1.05）个月。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

>7 分则存在睡眠障碍。

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

比 较 两 组 于 治 疗 前 及 治 疗 2、4、8 周 后 的

通过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批，并书面取得患者

HAMD、HAMA、PSQI 评分，并以治疗前和治疗 8 周

及家属的知情同意。

后 HAMD 减分率评定疗效：减分率≥ 75% 为治愈，

1.2

50% ～ 74% 为有效，25% ～ 49% 为进步，<25% 为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统计手

无效，总有效率 =（治愈 + 有效 + 进步）例数 / 总例

册》第 5 版（DSM- Ⅴ）抑郁障碍诊断标准 ；②首

数 ×100%。

次抑 郁 发 作，伴 失 眠 症 状；③ 年 龄 18 ～ 65 岁；

1.5

④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应用 SPSS 25.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符
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x ± s）表

[6]

HAMD）评分

[7]

≥ 20 分；⑤近 1 个月未使用抗抑

郁药。
排除标准：①哺乳期、妊娠期女性；②对研究

统计学方法

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组内比较采用
配对 t 检验，计数资料用 [n（%）] 表示，行 χ 2 检验，

药物过敏者；③携带或患有乙肝或丙肝病毒者、肝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功能受损者；④患有严重躯体疾病者；⑤有双相情

2

感障碍、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者；⑥有明显自杀

2.1

结果

企图或行为者；⑦酒精或药物成瘾者。
1.3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 8 周后，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有效率分别为

方法

96.23%、83.0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

两组接受治疗前均给予 1 周药物清洗。两组

表 1。

均口服艾司西酞普兰（山东京卫制药有限公司，国
药准字 H20080599，规格：10 mg），起始早饭后口服

表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n（%）]

半片，1 周后加量至 10 ～ 20 mg/d。此外观察组加

组别

用阿戈美拉汀（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国药

观察组 53 16（30.19）28（52.83）7（13.21） 2（3.77） 51（96.23）

准 字 H20143375，规 格：25 mg），起 始 睡 前 口 服 半

对照组 53 8（15.09） 23（43.40）13（24.53）9（16.98）44（83.02）

片，1 周后加量至 25 ～ 50 mg/d，共治疗 8 周。

χ2 值

4.970

P值

0.026

1.4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1.4.1

抑郁程度

n

治愈

有效

进步

无效

总有效

采用 HAMD 量表 [7] 评估，评分

越高抑郁程度越重。其包括 24 个项目，大部分项
目选用的是 5 级评分法，分值为 0 ～ 4 分，少数项目

2.2

两组治疗前后HAMD、HAMA评分比较
治 疗 前 两 组 HAMD、HAMA 评 分 比 较，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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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统 计 学 意 义（P > 0.05）；治 疗 2、
4、
8 周后两组

SSRIs，是抑郁症的一线治疗药物，在中国抑郁障碍

HAMD、
HAMA 评分均较治疗前逐渐下降（P < 0.05）
，

防治指南中作为 A 级推荐抗抑郁药 [5]，其作用原理

且观察组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 < 0.05）。见表 2。

是借助选择性抑制中枢神经系统重新摄取 5-HT，

2.3

两组治疗前后PSQI评分比较

提高突触间隙内 5-HT 的浓度，从而达到抗抑郁的

两组 PSQI 总分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效果 [11]。阿戈美拉汀的作用机制与艾司西酞普兰

（P > 0.05）；观察组治疗 2、
4、
8 周后 PSQI 评分与治

不同，故两者联用可能存在抗抑郁作用互补。

疗前比较均明显下降（P < 0.05）
，对照组治疗 2 周后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观察组总有效率明显

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对照

高于对照组，在治疗 2、
4、
8 周后两组的 HAMD 评分

组于治疗 4、8 周后较治疗前降低（P < 0.05）；观察

均低于治疗前，
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 < 0.05）
，

组于治疗 2、4、8 周后 PSQI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提示阿戈美拉汀与艾司西酞普兰联用的抗抑郁疗

（P < 0.05）。见表 3。
表3
n

组别

效优于艾司西酞普兰单独治疗，这与国内外有关研
究报道一致 [12-13]。Cipriani 等 [14] 报道对 21 种抗抑

两组治疗前后PSQI评分比较（分，x ± s）
治疗前

2周

4周

郁药物治疗急性重度抑郁症疗效的荟萃分析也显
8周

观察组 53 17.38±1.70

13.85±1.76a 11.04±1.86a

对照组 53 16.96±1.95

16.08±2.14 13.11±2.14a 10.13±2.15a

t值

1.168

-5.855

-5.334

-6.333

P值

0.246

0.001

0.001

0.001

注

示，阿戈美拉汀比安慰剂更有效，而且阿戈美拉汀

7.72±1.76a

比其他抗抑郁药耐受性更好。本研究结果显示，与
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治疗后的 HAMA 评分明显降低
（P < 0.05），提示阿戈美拉汀除了抗抑郁外，也可有
效缓解焦虑情绪。Stein[15] 研究证实阿戈美拉汀可

与治疗前比较，aP < 0.05；PSQI：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有效治疗广泛性焦虑症，其抗焦虑作用可能与其对
2.4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5-HT2C 受体的拮抗作用有关，特别是在杏仁核和

治疗 8 周后两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比较，差异

海马，通过阻断 5-HT2C 受体促使细胞外去甲肾上

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均未出现严重不良

腺素水平提高，从而增强抗焦虑作用。

反应。见表 4。
3

本 研 究 结 果 显 示，观 察 组 于 治 疗 2、4、8 周 后

讨论

PSQI 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均下降，观察组显著低于对

研究发现，失眠是抑郁症的独立危险因素 。

照组（P < 0.05），而对照组在治疗 2 周时几乎无下

[9]

阿戈美拉汀通过激活视交叉上核的褪黑素 MT1/MT2

降，提示阿戈美拉汀可快速改善睡眠，与既往国内

受体，促使紊乱的生物节律逐渐恢复，从而改善睡

外研究一致 [16-17]。相较于 SSRIs 等抗抑郁药，阿戈

眠；通过拮抗 5-HT2C 受体，增加前额叶皮质多巴

美拉汀在缩短睡眠潜伏期、增加睡眠连续性、调整

胺以及去甲肾上腺素的神经传递，促进神经再生，

内源性褪黑素分泌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通过调节

达到抗抑郁和焦虑的作用

负性情绪、改善睡眠，从而恢复社会功能 [18]。

[10]

。艾司西酞普兰属于
表2

两组治疗前后HAMD、HAMA评分比较（分，x ± s）

HAMD 评分

HAMA 评分

组别

n

治疗前

2周

4周

8周

治疗前

2周

4周

8周

观察组

53

30.98±2.96

25.02±3.43a

20.47±3.63a

13.49±3.46a

28.04±2.32

22.36±2.38a

16.72±2.73a

11.68±3.30a

对照组

53

30.15±2.81

27.04±2.83a

23.06±2.74a

18.02±2.89a

27.26±3.62

24.51±3.68a

19.25±3.72a

15.17±3.66a

1.479

-3.307

-4.137

-7.315

1.311

-3.572

-3.990

-5.160

0.142

0.001

0.001

0.001

0.193

0.001

0.001

0.001

t值
P值
注

与治疗前比较 ,aP < 0.05；HAMD：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A：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表4

两组治疗8周后不良反应比较[n（%）]

组别

n

恶心

嗜睡

头痛头晕

失眠

肝功能异常

性功能障碍

总发生

观察组

53

3（5.66）

5（9.43）

3（5.66）

0

2（3.77）

2（3.77）

15（28.30）

对照组

53

2（3.77）

3（5.66）

3（5.66）

4（7.55）

0

5（9.43）

17（32.07）

χ2 值

0.000

0.135

0.000

2.338

0.510

0.612

0.179

P值

1.000

0.713

1.000

0.126

0.475

0.434

0.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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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219-220.

当（P > 0.05），阿戈美拉汀与艾司西酞普兰联用并

[9] Li L，Wu C，Gan Y，et al.Insomnia and the risk

未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阿戈美拉汀在安全性以及

of depression: a meta analysis of prospective cohort

耐受性方面表现优异，但有发生肝损害的风险

studies[J].BMC Psychiat，2016，16：375.

[19]

。

观察组有 2 例出现肝功能轻微异常，给予护肝治疗

[10]		Guardiola-Lemaitre B，De Bodinat C，Delagrange P，et al.

后复查肝功能正常。对照组未出现肝功能异常，出

		Agomelatine: Mechanism of action and pharmacological profile

现性功能障碍，但与观察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in relation to antidepressant properties[J].British Journal of

（P > 0.05）。因为阿戈美拉汀的功效不涉及 5-HT
含量增加，因此较少出现恶心呕吐、精神运动性激
越、增重、性功能障碍和 5-HT 综合征等副作用。

Pharmacology，2014，171（15）：3604-3619.
[11]		Pastoor D，Gobburu J.Clinical pharmacology review of
escitalopram for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J].Expert

总之，阿戈美拉汀与艾司西酞普兰联合使用能

Opin Drug Metab Toxicol，2014，10（1）：121-128.

够有效、安全地改善抑郁症患者的负性情绪及睡眠

[12]		De Berardis D，Serroni N，Marini S，et al.Agomelatine

质量，尤其适用于伴有失眠的抑郁症患者，值得临

augmentation of escitalopram therapy in treatment-

床推广应用。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量较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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