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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单纯治疗组仅仅采用水飞蓟宾的方案，治疗后，在肝损

害、肝功能异常的发生概率方面，单纯治疗组（26.47%）

高于联合治疗组（8.57%）（P ＜ 0.05）。由此说明，联

合用药保护并治疗肝脏损伤，其效果更为显著。

综上，在乙肝携带者抗结核的治疗中应用替比夫定，

可阻止HBV-DNA的复制，预防肝功能异常及肝损伤等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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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指精神抑郁为主要特征的心理疾病，患者表

现为心境低落，严重者甚至会产生自杀等念头和行为，成

为目前十分严峻的社会问题 [1]。研究表明 [2]，抑郁症患者

不但有着心境低落的症状，而且还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障

碍，进一步加剧了患者的负担，因此，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十分关键。本研究对收治的120例抑

郁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曲唑酮的治疗效果，总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选择 2014 年 3月—2016 年 8月门诊收治的 120 例抑

郁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与

对照组，对照组 60例采用阿普唑仑进行治疗，男 38例，

女 22 例，年龄 21 ～ 64（36.8±11.2）岁，睡眠障碍病

程 0.4 ～ 14 年，平均病程（6.5±4.2）年；观察组 60例

采用曲唑酮进行治疗，男 33例，女 27例，年龄 22～ 59

（34.9±10.6）岁，睡眠障碍病程 0.1 ～ 12 年，平均病

程（6.1±4.5）年。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在年龄、性别、

睡眠病程等一般资料均基本相当，组间无差异P ＞0.05。

1.2 方法

两组均于分组治疗前一周开始停用其他所有精神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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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and adverse reactions of trazodone on sleep disorders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120 depressed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in which the control group of 60 patients was treated 
with A Cape alprazolam treatment, while observation group of 60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trazodone treatment, the 
treatment effec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Pittsburgh Sleep scores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of patients with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observed in patient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patien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addition, results of this study also showed that patients observed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of patient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ups. Conclusion The use of trazodon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a very important role,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atient's quality of sleep, relieve depression patients, but also safe and reliable, will help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orthy of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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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进行药物洗脱。对照组每晚服用阿普唑仑片 0.4 ～

0.8mg/d，总疗程为一个月，观察组每晚口服一次曲唑

酮开始每次 50mg，以后酌情增量，最高剂量不得超过

100mg。

比较两组的临床疗效，并对两组的治疗 4、6周后的

匹兹堡睡眠指数量表评分进行比较与分析。此外，比较两

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匹兹堡睡眠指数量表（PSQI）为包

括7个成分，总分0～21分，分值越低，则睡眠质量越好。

1.3 临床疗效

临床疗效分为显效、有效和无效，其中，显效是指患

者的失眠症状消失，睡眠恢复正常，且每日睡眠时间超过

6小时，患者醒后精力充沛；有效是指患者的睡眠障碍明

显缓解，每日睡眠时间为 3～ 6小时，醒后精力一般；无

效是指患者的睡眠无改善，甚至加重。显效率 +有效率 =

总有效率。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7.0 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表示，χ2

检验进行分析。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的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的总有效率为 96.67%，明显高于对照

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表 1。

表1  两组的临床疗效比较 [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60 30（50.00） 28（46.67） 2（3.33） 58（96.67）

对照组 60 18（30.00） 33（55.00） 9（15.00） 51（85.00）

    

2.2 两组治疗前后的 PSQI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的 PSQI 评分基本相当，组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而治疗后，观察组的 PSQI 评分均较对照组出

现了明显改善，组间有差异（P ＜ 0.05），表 2。

表2  两组的 PSQI 评分比较（n,x-±s）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4周 治疗后 6周

对照组 17.65±1.58 14.57±2.01 12.54±2.25

观察组 17.94±2.25 11.14±2.32 8.54±2.34

2.3 两组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对照组治疗后出现头晕 5例，恶心 4例，乏力 4例，

食欲不振 5例，共计 18例，观察组治疗后仅出现 2例轻

微不良反应，分别为头晕和呕吐，且自行缓解。对照组不

良反应发生率明显高于观察组，组间有差异（P ＜0.05）。

3��讨论
随着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和竞争压力的不断增加，抑

郁症的发生率呈现不断升高的趋势，严重困扰着患者的生

活与工作[3]。由于抑郁症患者多伴随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

因此，及时治疗和干预就显得十分必要。动物药理学研究

发现，曲唑酮具有较强的抗攻击性和镇静效应。而且，国

内外多项研究结果均表明 [4]，曲唑酮对改善抑郁患者的睡

眠障碍具有重要作用。

PSQI 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精神科医生 Buysse 博士等人

于 1989 年编制的，该量表将睡眠的质和量有机地结合，

进行综合评分，有助鉴别暂时性睡眠障碍和持续性睡眠障

碍，是临床上评价抑郁症患者睡眠质量的重要工具 [5]。本

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匹兹堡睡眠评分较

对照组患者出现了明显改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而且，观察组患者的总有效率为 96.67%，明显高于对照

组患者，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此外，本研究结果还

显示，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

组间差异明显，这和相关学者的报道结果较为相似 [6]，表

明了采用曲唑酮治疗抑郁症患者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可

有效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缓解患者的抑郁状态，而且安

全可靠，有利于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阿普唑仑为苯二氮

卓类药物，该药在治疗睡眠障碍中，极易引起过度镇静和

头昏等不良反应，而且长期应用具有较高的依赖性，因此

一定程度上限制其临床应用。曲唑酮为三唑吡啶衍生物，

是特异性的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其不会破坏正常的

睡眠结构，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改善患者心境状态的作用[7]。

此外，与苯二氮卓类药物相比较的另一个优势为，曲唑酮

不会出现明显的药物依赖性，其安全性高，不良反应少，

值得临床应用。

总而言之，采用曲唑酮治疗抑郁症患者具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可有效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缓解患者的抑郁状

态，而且安全可靠，有利于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临

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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