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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联合艾司西酞普兰治疗糖尿病合并焦虑抑郁症状患者的临床效果影响

张　涛 、 张文涛 、 白　莹 、 王　芳

【摘要】目的　研究艾司西酞普兰联合胰岛素治疗糖尿病合并焦虑抑郁症状患者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从 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6 月收治的糖尿病伴焦虑抑郁症状的患者 80 例，采用随机

数字表法将 80 例患者分为观察组（40 例）和对照组（40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胰岛素治疗，观察组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用艾司西酞普兰。观察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有效率、HAMD 评分、HAMA 评

分以及餐后 2h 血糖与糖化血红蛋白。结果　观察组的临床有效率 87.50％显著高于对照组 67.50％

（P< 0.05）；观察组的 HAMA 评分与 HAMD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的餐后 2h 血糖与

糖化血红蛋白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两组不良反应率没有统计学差异（P> 0.05）。结论　艾

司西酞普兰联合胰岛素治疗糖尿病焦虑抑郁症状的患者具有明显的临床效果，减轻患者的负性情绪，

使患者的血糖水平得到有效的控制。

【关键词】艾司西酞普兰；胰岛素；糖尿病；焦虑抑郁；临床效果

 【中图分类号】 R749.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2952（2016）05-0870-03

  The clinical effect of escitalopram combined with insulin in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diabetes diseases 
coexisting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ymptoms　ZHANG Tao, ZHANG Wentao, BAI Ying ,et al.Department of Endo-
crinology, Xianyang hospital, Yan'an University, Xianyang 712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ect of escitalopram combined with insulin in treatment of diabetic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ethods　From May 2014 to June 2015, 80 diabetic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40 cases) and the control group (40 cases) 

by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insulin therapy, the observation group taking es-

citalopram treat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wo groups’ clinical effectiveness, HAMD score, HAMA score, 

postprandial 2h glucose and glycated hemoglobin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 clinical effectivenes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87.50%)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67.50%) (P<0.05). HAMD score 

and HAMD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level 

of postprandial 2h glucose and glycated hemoglobi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Escitalopram combined with insulin therapy have better clinical effect to improve 

patient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ymptoms and control the level of blood glucose.

【Key words】 Escitalopram; Insulin; Diabete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Clinical effect

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疾病，是由遗传因素以及

环境因素共同作用而引起的以糖代谢紊乱为主的临

床综合症［1］。在我国，糖尿病患者呈现逐渐增多的

趋势，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的身心疾病，且多伴有情

绪障碍，长期的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将不利于血糖

的控制，增加了并发症的发生［2］。因此，本研究旨

在分析艾司西酞普兰联合胰岛素治疗糖尿病合并焦

虑抑郁症状的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从 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6 月收治的糖

尿病伴焦虑抑郁症状的患者 80 例，病例纳入标准：

（1）所有患者均符合 2007 年中国 2 型糖尿病防治

指南诊断标准；（2）患者均伴有焦虑抑郁等情绪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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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HAMD 评分 >20、HAMA 评分 >21）；排除标准：

（1）排除 l 型糖尿病以及具有严重并发症的患者；

（2）排除严重心肝肾等器质性疾病的患者［3-4］；（3）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均同意参与

本次研究，且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过医院伦

理批准。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80 例糖尿病伴焦虑抑

郁症状的患者分为观察组（40 例）和对照组（40 例）；

对照组男 21 例，女 19 例，年龄 46～75 岁，平均年

龄（55.8±4.9）岁，观察组男 18 例，女 22 例，年龄

43～76 岁，平均年龄（56.1±4.6）岁。两组患者的

年龄、性别、病程及住院时间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P>0.05）。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胰岛素进行治疗，观察组在

此基础上采取艾司西酞普兰艾司西酞普兰（规格：

10mgx7 片，批号 100314）［5］10mg 进行治疗，服用方

法：口服，每天一次。两组患者均治疗八周。

1.3　观察指标

观察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有效率、HAMD 评分、

HAMA 评分以及餐后 2h 血糖与糖化血红蛋白。

1.4　效果评价

负性情绪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和汉

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进行评估：为他评量表，

对患者进行评分，总分为 50 分，分值越高代表焦虑

或者抑郁的程度越严重 ［6］。两个量表均为临床常用

工具，具有较高的信效度指标。

血糖检测仪器采用 OLYMPUS-AU640 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糖化血红蛋白采用美 BIO-RADD-10 糖

化血红蛋白分析仪。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8.0 统计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定性资料采用独立样本 R×C 列联表资料的 χ2

检验；定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采

用配对设计资料的 t 检验或两组独立样本资料的 t 检

验。按 α=0.05 的检验水准，以 P<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有效率的比较

观察组的临床有效率 87.50％显著高于对照组

67.50％（P<0.05）。见表 1 。

2.2　两组患者 HAMD 评分与 HAMA 评分的比较

治 疗 前 ， 两 组 各 项 评 分 均 无 统 计 学 差 异

（P>0.05）；治疗 8 周后，观察组的 HAMD 评分与

HAMA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1　两组患者临床有效率比较（例％）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40 21（52.50） 14（42.50） 5（12.50） 35（87.50）
对照组 40 15（37.50） 12（30.00） 13（32.50） 27（67.50）
χ2值                                                     4.588
P 值                                                     0.032
表2　两组患者HAMD评分与HAMA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HAMD评分 HAMA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40 30.2±5.1 18.4±2.6* 24.5±2.9 15.8±1.8*

对照组 40 30.1±5.2 23.7±3.3 24.3±2.8 19.3±2.4
t 值 - 0.087 7.979 0.314 7.379
P 值 - 0.931 0.0000 0.755 0.0000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3　两组患者餐后 2h 血糖与糖化血红蛋白的比较

治 疗 前 ， 两 组 各 项 指 标 均 无 统 计 学 差 异

（P>0.05）；8 周后，观察组的餐后 2h 血糖与糖化血

红蛋白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餐后2h血糖与糖化血红蛋白比较（x±s）

组别 例数
餐后2h血糖（mmol/L） 糖化血红蛋白（mmol/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40 12.3±6.1 7.1±3.2* 10.3±2.5 6.1±1.3*

对照组 40 12.2±6.2 10.2±3.6 10.2±2.6 8.5±1.6
t 值 - 0.098 4.070 0.175 7.363
P 值 - 0.922 0.0001 0.861 0.0000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4　不良反应的比较

观察组的不良反应有头晕 2 例，恶心 1 例，口

干 1 例，对照组头晕 1 例，恶心 1 例，口干 2 例，出

汗 1 例，两组比较无差异（P>0.05）。

3　讨论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以使的

改变，糖尿病患者也逐渐增多。糖尿病是社会、生

物以及心理因素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合并有抑

郁的糖尿病患者心理因素占有重要地位［7］。患者长

期处于抑郁状态会导致血糖升高，使血糖不达标且

并发一系列急慢性综合征，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

量［8］。因此，对糖尿病患者的抑郁焦虑进行有效治

疗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临床上糖尿病患者常使用胰岛素来降血糖，但

合并有焦虑抑郁症状的患者血糖得不到较好的控制。

艾司西酞普兰是一种新型抗抑郁药物，属于 5- 轻

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类，主要通过同时作用于 5- 轻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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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转运蛋白上的异构位点以及基本位点使突触间隙

的 5- 轻色胺水平明显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再

摄取抑制的强度以及时间，从而来改善患者的焦虑

以及抑郁等症状［9］。艾司西酞普兰具有副作用较少，

安全性较好等特点，其对于胆碱能、组胺以及肾上

腺能受体的作用较弱［10］。本研究发现，胰岛素联合

艾司西酞普兰对于糖尿病并发焦虑抑郁患者具有较

好的临床效果，患者焦虑症状、抑郁症状、餐后 2h

血糖与糖化血红蛋白较对照组均有显著改善，且不

良反应较少。糖尿病属于慢性疾病，大多数都需要

长期服用药物以及严格的控制饮食，严密监测血糖

的变化，这往往会使得患者的主观意识受到压抑，

除此之外，由于疾病所造成患者的工作能力下降以

及医疗费用的支出进一步给患者带来精神压力和心

理负担。而抑郁焦虑等症状出现时会分泌大量的皮

质醇，进而通过下丘脑 - 垂体 - 靶腺轴使胰岛素分

泌减少，而导致血糖控制不佳。研究发现大多数糖

尿病患者均具有焦虑抑郁等负性心理，且抑郁发生

的几率为正常人的 2～3 倍［11］。因此，对患者的抑郁

焦虑症状进行改善有益于其血糖水平的控制。王秀

丽等［12］研究显示，艾司西酞普兰联合胰岛素对糖尿

病合并抑郁患者血糖改善效果更佳，与本研究结果

一致。此外，本研究样本量小，结果的可靠性需要

进一步研究的证实。

综上所述，与单用胰岛素相较，艾司西酞普兰

联合胰岛素治疗糖尿病合并焦虑抑郁症状患者的临

床效果更好，更有利于负性情绪改善和血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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