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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对莫沙必利结合齐拉西酮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伴抑郁
的临床效果进行研究和分析。
方法：选取我院 2014 年 7 月 ~2015 年 7 月收治的功能消化
不良伴抑郁患者共 90 例，随机分成对照组 45 例，应用莫沙
必利治疗；观察组 45 例，应用莫沙必利结合齐拉西酮共同
治疗。治疗 5 周后，对症状的消退情况进行观察比较。
结果：治疗前两组患者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 评分
以及各症状积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HAMD 评分（2.1 ± 0.2）分低于对照组 HAMD 评分（2.9 ±
0.5）分，患者各症状积分均优于对照组，观察组的总有效
率高达 88.89 % 高于对照组的总有效率 77.78 %，组间比较，
p ＜ 0.05。
结论：应用莫沙必利结合齐拉西酮对功能性消化不良伴抑郁
患者进行治疗，有着较好的临床效果，副作用小，安全性高，
可以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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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mosapride combined with
ziprasidone in the treatmnt of functional dyspepsia patients with clinical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90 patients were enrolled from our hospital during
July 2014 to July 2015.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45cases) with mosapride and ziprasidone treatment or observation
group (45 cases) with only mosapride treatment. After 5-week
treatment, the symptoms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HAMD scores and
symptom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After
treatment, the HAMD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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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0.2 V.S. 0.5).
The total efficacy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88.89 %, which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77.78 %, p < 0.05.

对照组患者应用莫沙必利治疗，每天 3 次，
一次 5 毫克；观察组患者，每天服用莫沙必
利 3 次，一次 5 毫克，服用齐拉西酮 2 次，
一次 1 片。在治疗阶段停止应用其他药物，
并且患者需要戒烟酒和辛辣事物，多运动。

Conclusi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Mosapride
combined with ziprasidone in the treatment of
functional dyspepsia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showed good clinical effect, few side effects and
high safety, it should be highly recommended in the
clinical settings.

1.3 疗效的具体评价标准 [2]
临床疗效评价标准为：①显效：临床症状和
体征有明显的改善或者消失；②有效：临床
症状趋近于正常；③无效：临床症状没有得
到改善。显效和有效的和为总有效。在患者
接受治疗的前后分别对两组汉密尔顿抑郁量
表 (HAMD) 评分进行评估比较，评价标准为：
总分为 5 分，①无：0 分，②轻度：1 - 2 分，
③中度：3 - 4 分，④重度：5 分。分数越高，
抑郁越严重。各症状积分评价标准为：总分
为 5 分，分数越低，治疗效果越好。

keyword: Mosapride; the ziprasidone; functional
dyspepsia; depression; clinical observation

功 消 化 不 良（functional dyspepsia,FD） 在
临床上是较为常见的一种胃肠疾病，患者经
常会感觉上腹不适，并且反复发作 [1]。大部
分功能消化不良的患者经常会伴随抑郁心理
发生。我院对功能性消化不良伴抑郁的患者
应用了莫沙必利和拉西酮联合治疗，治疗效
果显著，相关报道具体如下。

1.4 统计学方法

1 资料和方法

本试验数据均录入至版本为用 SPSS17.0 软
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率（%）
1.1 一般资料
表示，采用 x²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平均数 ±
2014 年 7 月 ~2015 年 7 月期间在我院有 90
标准差（x ± s）表示，采用 t 检验，差异有
例功能消化不良伴抑郁的患者：①都有腹痛、
统计学意义用 p ＜ 0.05 表示。
呕吐、烧心、反酸等症状；②通过胃镜检查，
没有消化性溃疡和胃肠道肿瘤等症状，之后
2 结果
给患者用药；③对患者应用 B 超检查，将肝
胆道等相关疾病排除。所有患者停药 48 小 2.1 比较治疗前后两组患者 HAMD 评分
时后给予用药治疗。90 例患者平均分成对照 观察表 1，我们可以发现，治疗前两组患者
组和观察组各 45 例，其中观察组中男、女 的 HAMD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
患者分别为 24 例、21 例，年龄在 20 岁到 观察组患者 HAMD 评分（2.1 ± 0.2）分低于
69 岁间，平均年龄为 44.6 ± 14.5 岁，有 27 对照组 HAMD 评分（2.9 ± 0.5）分，差异明
例伴有抑郁，18 例伴有显著的焦虑；对照组 显（p < 0.05），存在统计学意义，详细见表 1。
中男、女患者分别为 22 例、23 例，年龄在
20 岁到 71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45.4 ± 15.3 2.2 治疗前后各症状积分对比情况
岁，有 25 例伴有抑郁，有 20 例伴焦虑。两 由表 2 可知，治疗前，两组患者的各症状积
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治
组以上资料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疗后，观察组治疗前后各症状积分均低于对
照组，差异显著，p < 0.05，详细见下表 2。

1.2 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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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比较治疗前后两组的 HAMD 评分（x ± s，分）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p值

治疗前

3.5 ± 1.2

3.7 ± 0.8

0.930

0.355

治疗后

2.9 ± 0.5

2.1 ± 0.2

9.966

0.000

时间

表 2 治疗前后各症状积分对比情况 （x ± s，分）
症状
胃脘痛

嗳气

口干苦

时间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p值

治疗前

2.04 ± 0.82

2.07 ± 0.8

1.268

＞ 0.05

治疗后

1.69 ± 0.94

0.79 ± 0.92

4.785

＜ 0.05

治疗前

1.71 ± 0.99

1.73 ± 0.92

0.786

＞ 0.05

治疗后

1.47 ± 0.82

0.91 ± 0.91

2.904

＜ 0.05

治疗前

1.88 ± 0.78

1.91 ± 0.77

1.146

＞ 0.05

治疗后

1.59 ± 0.94

0.93 ± 0.85

3.916

＜ 0.05

2.3 对两组的临床效果进行比较

患者接受治疗前后对肝肾功能进行检查，没
有明显的变化。在用药 1 周之内，观察组中
有 3 例出现嗜睡现象，有 1 例食欲减退，有
9 例排便次数增多，持续用药，症状逐渐减
轻；而对照组中有 15 例患者增加了排便次数，
不妨碍治疗。

经过比较，结果显示，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
77.78 %，观察组的总有效率为 88.89 %，
组间比较，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详细见表 3。

2.4 两组中不良反应的比较
表 3 比较观察组和对照的临床疗效（n，%）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18

22

4

1

88.89

对照组

17

18

6

4

77.78

x2

-

-

-

-

4.984

p

-

-

-

-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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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对功能消化不良进行治疗，但是治疗效果不
是很理想，应用抗抑郁的药物会改善患者的
症状，因此，齐拉西酮经常被用来联合应用
治疗此病 [11-12]。齐拉西酮是一种非典型抗精
神药物，对多巴胺 D2、D3、α- 肾上腺素能

功能消化不良是当前临床消化内科较为多见
的功能性病症，患者器质虽未发生病变，
但其病症因易反复而严重困扰患者工作与生
活。患者临床主要表现为上腹胀、上腹痛、
食欲不振、呕吐、恶心、嗳气等上腹不适症
状 [3]。对欧美的病学资料进行调查，发现在
普通人群中会有 20 % - 44 % 患有功能消化
不良伴抑郁的症状 [4]。此病的特点为发病较
慢、容易复发，经常会使用一些抑酸药和胃
动力药进行治疗，有部分人会因为较差的治
疗效果，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造成影响 [5]。
功能消化不良伴抑郁有着较为复杂的发病机
制，现在国内外一些学者都认为此病与以下
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一，胃不能正常的
运动和排空；其二，心理压力较大，造成精
神 紧 张； 其 三， 分 泌 了 过 多 的 胃 酸， 而 胃
十二指肠又有较低的抗酸性；其四，幽门螺
杆菌遭受了感染；其五，腹腔的敏感性较强；
其六，迷走神经有着较低的张力 [6]。

受体具有较高的亲和力。具有生物利用度高，
达峰时间短的特点。所以，用莫沙必利结合
齐拉西酮对患者进行治疗有着非常显著的疗
效，起效速度非常的快，副作用较小 [13-14]。
本文将患者分成两组进行治疗，发现应
用莫沙必利结合齐拉西酮对患者进行治疗，
疗效较为显著，而只应用莫沙必利对患者治
疗的效果较低。因此，临床上可以应用莫沙
必利结合齐拉西酮对功能消化不良伴抑郁患
者，效果显著，具有临床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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