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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戈美拉汀治疗首发抑郁障碍效果
和安全性的 Meta 分析
孙桂芝，崔明湖*，都萌萌，武晓锐，张兰兰，张书懂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
*

【摘要】 目的
方法

滨州

256600

通信作者：崔明湖，E-mail：mhcui@sohu. com）

系统评价阿戈美拉汀治疗首发抑郁障碍患者的效果和安全性，以期为抑郁障碍的药物治疗提供参考。

检索 PubMed、Web of Science、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维普数据库（VIP）、万方数据库中关于阿戈美拉汀治疗

首发抑郁障碍患者的临床随机对照研究，提取阿戈美拉汀与 SSRIs/ SNRIs 类抗抑郁药物在治疗首发抑郁障碍的效果和安全性
的数据，采用 RevMan 5. 3 进行 Meta 分析。结果

共纳入 12 篇文章，其中中文 10 篇，英文 2 篇。Meta 分析结果显示，治疗后阿

戈美拉汀组与对照组 HAMD-17 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SMD=-1. 31，95% CI：-1. 55~-1. 07，Z=10. 77，P<0. 01）。由于研究间

异质性较大（I2=83%，
P<0. 01），
根据对照组所采用抗抑郁药种类进行亚组分析，
分别以氟西汀（SMD=-1. 22，
95% CI：
-1. 66~-0. 77，
Z=5. 30，P<0. 01）、度洛西汀（SMD=-0. 88，95% CI：-1. 26~-0. 50，Z=4. 49，P<0. 01）为对照的研究治疗后 HAMD-17 评分与阿戈

美拉汀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关于副作用的 Meta 分析显示，阿戈美拉汀组与对照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R=0. 63，
95% CI：0. 49~0. 80，Z=3. 73，P<0. 01）。结论

阿戈美拉汀治疗首发抑郁障碍的疗效优于 SSRIs/SNRIs 类抗抑郁药物或与其疗

效相当，副作用小于 SSRIs/SNRIs 类抗抑郁药物。

【关键词】 首发抑郁障碍；阿戈美拉汀；SSRIs/SNRIs；Meta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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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and safety of agomelatine in the treatment of first-episode depression：
a Meta-analysis
Sun Guizhi，Cui Minghu*，Du Mengmeng，Wu Xiaorui，Zhang Lanlan，Zhang Shudong
（B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Shandong 256600，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

Corresponding author: Cui Minghu，E-mail：mhcui@sohu. com）

To systematically assess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gomeltine in the treatment of first-episode

depression，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drug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Methods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RCTs）related to

agomeltine in the treatment of first-episode depression published in PubMed，Web of Science，CNKI，VIP，and Wangfang were

retrieved. Extracted data on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gomelatine and SSRIs/SNRIs in the treatment of first-episode depression，and
the collected data were processed by RevMan 5. 3 software. Results

A total of 12 RCTs were included（10 in Chinese and 2 in

English）. Meta-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HAMD-17 scores of agomelatine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control group

（SMD=-1. 31，95% CI：-1. 55~-1. 07，Z=10. 77，P<0. 01）. High heterogeneity was found in control group（I2=83%，P<0. 01），
so subgroup analysis was further performed ，an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HAMD-17 scores of fluoxetine subgroup（SMD=-1. 22，
95% CI：-1. 66~ -0. 77，Z=5. 30，P<0. 01）and duloxetine subgroup（SMD=-0. 88，95% CI：-1. 26~ -0. 50，Z=4. 49，P<0. 01）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t with those of agomelatine group. The incidence of side effects were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between groups

（RR=0. 63，95% CI：0. 49~0. 81，Z=3. 73，P<0. 01）. Conclusion

Agomelating is superior or comparable to SSRIs/SNRIs

antidepressants in the treatment of first-episode depression，and has fewer side effects than SSRIs/SNRIs antidepressants.
【Keywords】 First-episode depression；Agomelatine；SSRIs/SNRIs；Meta-analysis

抑郁障碍以持续的情绪低落、兴趣减退为主要
临床表现，
同时伴有相应的认知和行为改变。抑郁障
碍患病率高，
致残率高，
社会负担重，
据世界卫生组织

统计全球约有 3. 5 亿抑郁障碍患者 。Lim 等 2018
［1］

［2］

基金项目：滨州医学院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基金：
首发抑郁症患者
头发皮质醇激素水平的相关研究，项目编号：BY2016KJ24）

年的调查结果表明，全球抑郁障碍的时点患病率和
终生患病率分别为 12. 9% 和 10. 8%。研究显示，抗

抑郁药物能够改善抑郁障碍患者的抑郁情绪和社
会功能［2-3］，目前临床上应用的抗抑郁药多为选择性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SSRIs）、
选择性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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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取 抑 制 剂（Selective Serotonin-Norepinephrine

1. 3

MT1/MT2 受体激动剂和 5-HT2C 受体拮抗剂，是一种

若遇分歧则共同讨论决定。采用自制数据表提取

抗抑郁药［7］的对照研究表明阿戈美拉汀具有抗抑郁
作用且耐受性较好 ，然而关于阿戈美拉汀的有效

用药物及剂量、治疗时间、HAMD-17 评分、副作用。

性和安全性还存在争议［8］，抗抑郁药的治疗效果受

对纳入文献进行质量评价，包含随机分配方法、分

许多因素影响，而既往的研究多为反复发作抑郁障

配方案隐藏、盲法、结果数据的完整性、选择性研究

碍患者，且易受药物治疗的影响，故本研究纳入的

报告结果及其他偏移。由两名研究者对纳入文献

文章均以首发抑郁障碍患者为研究对象，比较阿戈

独立评价，
如遇分歧则由所有研究者共同讨论决定。

碍的疗效和安全性。

1. 4

1

应用连续性变量进行分析，药物副作用应用二分类

Reuptake Inhibitors，SNRIs），阿 戈 美 拉 汀 是 褪 黑 素
新型抗抑郁药物［4-5］，阿戈美拉汀与安慰剂［6］及其他
［3］

美拉汀与 SSRIs/SNRIs 类抗抑郁药物对首发抑郁障

资料与方法

1. 1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研究对象为首发抑郁障碍患者，

诊断标准包括《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4 版）》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ourth edition，DSM-IV）、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第 5 版）》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fifth edition，DSM-5）、
《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版）》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tenth
edition，ICD-10）或《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

（ 第 3 版 ）》（Chinese Classification and Diagnostic

Criteria of Mental Disease, third edition, CCMD-3）；
②无其他严重精神或躯体疾病；③研究设计类型为

文献筛选、数据提取及质量评价
由两名研究者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筛选文献，

数据，提取内容包括纳入文献发表时间、对照组所

按照 Cochrane 风险偏移评估工具中所列内容

统计方法
采用 RevMan 5. 3 进行数据分析。疗效性评价

变量进行 Meta 分析。采用 I2 和 χ2 检验对纳入研究进
行异质性检验，当 I2<50% 且 P>0. 1 时，采用固定效
应模型；当 I2≥50% 或 P≤0. 1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当

I2≥75%，
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不同进行亚组分
析并探讨异质性来源。检验水准 α=0. 05，
双侧检验。

2

2. 1

结

果

文献检索结果
检索获得英文文献 918 篇，中文文献 303 篇。通

过阅读摘要和全文筛选，最终纳入 12 篇［9-20］，其中中
文文献 10 篇，
英文文献 2 篇。文献筛选流程见图 1。

临床随机对照试验；④研究组采用阿戈美拉汀抗抑
郁治疗，对照组采用 SSRIs/SNRIs 类抗抑郁药物治
疗，可使用苯二氮䓬类药物改善睡眠，不能应用其

他抗精神病或心境稳定剂等；⑤结局指标为汉密尔

顿 抑 郁 量 表 17 项 版（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17

item，HAMD-17）评分；⑥中英文文献。排除标准：
①文献信息不完整或数据有误；②综述或个案分

析、动物实验、重复文献；③基线期组间资料（年龄、
性别、抑郁量表评分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 2

文献检索策略
根据抗抑郁药阿戈美拉汀的上市和临床应用

时间，检索发表于自 2005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文献。中文文献检索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
据库（CNKI）、维普数据库（VIP）、万方数据库，检索

主 题 词 或 关 键 词 为 抑 郁 障 碍/抑 郁 症/首 发 抑 郁 障
碍 、阿 戈 美 拉 汀/阿 美 宁/维 度 新 ；英 文 文 献 检 索
PubMed、Web of Science（SCI）数 据 库 ，检 索 词 为
First-episode depression/depression、agomelatine。 对
所检文献进行扩展检索，以减少漏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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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图1

文献筛选流程图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及质量评价
纳入的 12 项研究样本量共 932 例，其中研究组

466 例，
对照组 466 例。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见表 1。
纳入研究均为随机对照研究，
其中有 3 篇［9-10，15］文献对
盲法进行了说明，
纳入文献总体质量不高，
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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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纳入文献
马素杰等

25~50

2018 年

25~50

夏传红［12］2017 年
［13］

苏金哥等

刘茜［20］2018 年

2018 年

［14］

赵芳全

刘陈等［11］2018 年

2018 年

［19］

任智勇等

2019 年

［15］

陆东曦

李红丽等［18］2019 年
2019 年

［17］

李慧敬等

治疗剂量（mg/d）
研究组

2016 年

［16］

Urade 等［10］2014 年

Brunnauer 等［9］2014 年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
诊断

样本量（n）

临床症状

副反应

治疗

对照组（药物及剂量）

标准

研究组/对照组

评定量表

评定量表

时间

氟西汀 20~40

ICD-10

38/38

HAMD-17

TESS

6周

ICD-10

50/50

HAMD-17

TESS

8周

25~50

帕罗西汀 20~60

25~50

帕罗西汀 20~60

帕罗西汀 20~60

25~50

度洛西汀 60~120

25~50

舍曲林 50~200

25~50

25~50
25~50

60/60

ICD-10

氟西汀 20~40

25~50

30/30

DSM-5

氟西汀 20~40

25~50

25~50

ICD-10

42/42

ICD-10

45/45

ICD-10

度洛西汀 60~120

55/55

ICD-10

24/24

ICD-10

艾司西酞普兰 5~20

40/40

ICD-10

艾司西酞普兰 10~20

30/30

DSM-IV

文拉法辛 150~300

32/32

ICD-10

20/20

HAMD-17
HAMD-17

TESS
TESS

HAMD-17

自编量表

HAMD-17

TESS

HAMD-17

TESS

HAMD-17

自编量表

HAMD-17

自编量表

HAMD-17

自编量表

HAMD-17

TESS

HAMD-17/CGI

无

8周
8周
6周
6周
6周
6周
6周
8周

24 周
4周

注：ICD-10，
《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版）》；DSM-IV，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4 版）》；DSM-5，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5 版）》；
HAMD-17，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17 项版；CGI，临床疗效总体量表；TESS，副反应量表
表2

纳入文献

随机序列的产生

分配隐藏

2016 年

LR

UC

UC

UC

LR

LR

UC

2018 年

LR

UC

UC

UC

LR

LR

UC

［16］

马素杰等

夏传红［12］2017 年
［13］

苏金哥等

刘茜［20］2018 年

2018 年

［14］

赵芳全

2018 年

［11］

刘陈等

任智勇等［19］2018 年
2019 年

［15］

陆东曦

李红丽等［18］2019 年
2019 年

［17］

李慧敬等

Urade 等［10］2014 年

Brunnauer 等 2014 年
［9］

LR
LR
LR
LR
LR
LR
LR
LR
LR
LR

注：LR，低偏倚风险；UC，无法判断

2. 3

文献质量评价

UC
UC
UC
UC
UC
UC

患者及实施者盲法 评价者盲法 不完整数据报道 选择性报道 其他来源偏移
UC
UC
UC
UC
UC
LR

UC

UC

UC

LR

UC
UC

UC
LR

UC
UC
UC
UC
UC
UC
UC
LR

UC

LR
LR
LR
LR
LR
LR
LR
LR
LR
LR

LR
LR
LR
LR
LR
LR
LR
LR
LR
LR

UC
UC
UC
UC
UC
UC
UC
UC
UC
UC

性（I2=83%，
P<0. 01）。Meta 分析结果显示，
治疗后阿

两类药物疗效性评价

2. 3. 1

UC

戈美拉汀组与 SSRIs/SNRIs 组 HAMD-17 评分差异有

HAMD-17 评分比较

以 HAMD-17 评定疗效，
12 项研究之间存在异质

图2

统计学意义（SMD=-1. 31 ，95% CI ：-1. 55~-1. 07 ，
Z=10. 77，
P<0. 01），
阿戈美拉汀组疗效更好。见图2。

疗效评价的 Meta 分析森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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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89%，P<0. 01），Meta 分析结果显示，治疗后阿
2

按药物种类的亚组分析

因 对 照 组 所 用 药 物 不 同 ，治 疗 观 察 时 间 不
同，故研究的异质性较大。根据对照组采用抗抑
郁药物的种类进行亚组分析。

3 项以氟西汀为对照的研究之间同质性较好

（I =0%，P=0. 48），Meta 分 析 结 果 显 示 ，治 疗 后 阿
2

戈美拉汀组疗效优于氟西汀组，HAMD-17 评分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SMD=-1. 22，95% CI：-1. 66~-0. 77，
Z=5. 30，P<0. 01）。

2 项以度洛西汀为对照的研究之间同质性较好

（I =0%，P=0. 37），Meta 分析结果显示，治疗后阿戈
2

美拉汀组疗效优于度洛西汀组，HAMD-17 评分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SMD=-0. 88，95% CI：-1. 26~-0. 50，
Z=4. 49，P<0. 01）。

2. 3. 2. 2

按观察时间的亚组分析

图3

戈美拉汀组疗效优于帕罗西汀组，
HAMD-17评分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SMD=-2. 58，95% CI：-3. 10~-2. 05，
Z=9. 56，P<0. 01）。

2 项以草酸艾司西酞普兰为对照的研究异质性较

大（I =92%，
P<0. 01），
Meta 分析结果显示，
治疗后阿戈
2

美拉汀组疗效优于帕罗西汀组，HAMD-17 评分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SMD=-1. 07，95% CI：-1. 85~-0. 35，
Z=2. 68，P=0. 007）。

以舍曲林［18］和文拉法辛［10］为对照的研究与阿戈

美拉汀组治疗效果相当，Meta 分析结果显示，治疗后

HAMD-17 评 分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舍 曲 林 ：

SMD=-0. 28，95% CI：-1. 60~1. 04，Z=0. 42，P=0. 68；
文拉法辛：
SMD=0. 70，
95% CI：
-2. 61~4. 01，
Z=0. 42，
P=0. 68）。见图 3。

不同对照药物疗效评价的亚组分析森林图

根据研究观察时间不同进行亚组分析，分为观

察时间 6 周组、8 周组。6 项观察时间为 6 周的对照
260

3 项以帕罗西汀为对照的研究之间异质性较大

亚组分析

研究之间同质性较好（I2=0%，P=0. 46），Meta 分析结

果显示治疗后阿戈美拉汀组治疗效果优于对照组，
HAMD-17 评 分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SMD=-0.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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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CI：-1. 27~-0. 70，Z=6. 78，P<0. 01）。4 项观察

疗效优于对照组，HAMD-17 评 分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P<0. 01），Meta 分析结果显示，治疗后阿戈美拉汀组

P<0. 01）。见图 4。

时间为 8 周的对照研究之间异质性较大（I =92%，
2

2. 4

图4

不同观察时间疗效评价的亚组分析森林图

副作用分析
纳入的 12 项研究中有 11 项研究进行了副作用

的评定。Meta 分析结果显示，该 11

［10-20］

3

讨

论

义（SMD=-2. 34 ，95% CI ：-2. 86~ -1. 82 ，Z=8. 82 ，

项研究同质

图5

性较好（I2=0%，P=0. 93），阿戈美拉汀组发生副作用

的例数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R=0. 63，
95% CI：0. 49~0. 80，Z=3. 73，P<0. 01）。见图 5。

副作用评价的 Meta 分析森林图

本研究对阿戈美拉汀治疗首发抑郁障碍患者

阿戈美拉汀是一种新型抗抑郁药，对抑郁和焦
虑都有较好的治疗作用［3］。阿戈美拉汀主要通过激

的临床随机对照研究进行 Meta 分析，比较阿戈美拉

动褪黑素 MT1/MT2 受体和选择性拮抗 5-HT2C 受体

抑郁障碍患者入组前未服用任何抗抑郁药物，避免

在抑郁障碍的治疗中，激动褪黑素受体主要与调节

汀与 SSRIs/SNRIs 类抗抑郁药物的治疗效果。首发

了药物和反复发作的影响，治疗前组间基线资料无
明显差异，能较好地比较其治疗效果和副作用。

纳入的 12 项研究中，总体分析或亚组分析均表

明阿戈美拉汀的治疗效果优于其他抗抑郁药物，差

起作用，并且对单胺递质系统没有明显影响［21-22］。
生 物 节 律 有 关［3］。 5-HT2C 受 体 能 够 抑 制 多 巴 胺

（DA）和去甲肾上腺素（NE）的释放，拮抗 5-HT2C 受

体则阻断了原先的抑制功能，引起 DA 和 NE 的释
放，增加其细胞外水平而增加抗抑郁效果［22-23］。同

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1）；或与其他抗抑郁药效果

时，神经可塑性和细胞顺应性的损害被认为是抑郁

相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阿戈美拉汀与安慰剂及

障碍发病的主要生物学理论之一，多项临床研究也

其他抗抑郁药物的对照研究中均显示阿戈美拉汀

表明阿戈美拉汀能够促进神经形成，增加海马区

［3］

有抗抑郁作用 。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NDF）的水平，并减少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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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激引起的前额叶皮质谷氨酸（Clu）的释放［24-25］。
综上所述，阿戈美拉汀能够调节 DA、NE 和 Clu 的分

泌和释放，从而改善抑郁症状，与本研究得出的阿
戈美拉汀有助于改善抑郁症状的结果一致。

副反应方面，阿戈美拉汀与 SSRIs/SNRIs 类抗

抑郁药物相比，阿戈美拉汀的副作用更少。这可能

与阿戈美拉汀的作用机制有关，阿戈美拉汀主要通

过激动褪黑素 MT1/MT2 受体和选择性拮抗 5-HT2C

受体起作用，不会明显增加 5-HT 的水平，而 SSRIs/
SNRIs 类抗抑郁药物会增加 5-HT 的水平，易引起胃
肠道反应、头痛、性功能障碍、精神运动性激越、体

重 增 加 等 副 作 用 甚 至 有 发 生 5- 羟 色 胺 综 合 征 的
风险［21］。

综上所述，阿戈美拉汀对首发抑郁障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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