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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反流性食管炎患者的心理状态及药物疗效分析

杨凌玲 1 、 李继昌 1 、 罗　欣 1 、 马文娟 1 、 田　莉 2

【摘要】目的　研究老年反流性食管炎患者焦虑和抑郁心理状态及黛力新的治疗效果。方法　选

取我院从 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治的老年反流性食管炎伴焦虑抑郁患者 100 例，按照随机数

字表法将 100 例老年反流性食管炎伴焦虑抑郁患者分为观察组（50 例）和对照组（50 例）；对照组采

取常规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合并黛力新治疗。将两组患者的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

评分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反流性食管炎症状程度积分（GERDQ）数值以及临床

有效率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 HAMA、HAMD 和 GERDQ 评分，组间无明显差异

（P>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HAMA、HAMD 和 GERDQ 评分均降低（P< 0.05），且观察组上述量

表评分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的临床有效率（96.00％）显著

高于对照组的临床有效率（82.0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黛力新辅助治疗老年

返流性食管炎伴焦虑抑郁症状的患者，可显著减轻患者的焦虑抑郁症状，改善患者的临床效果，因

此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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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ical state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reflux esophagitis and the effect of Deanxit on it　 
 YANG Lingling，LI Jichang，LUO Xin，et al.Baojishi Central Hospital，Baoji  721008，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reflux esophagitis and the effect 

of Deanxit on it. Methods　100 cases of reflux esophagitis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our hospital were se-

lected from July 2014 to December 2015，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s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50 cases）and the control group（50 cases）；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treat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dministrated with Deanxit on the basis of the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n 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score，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score，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Ques-

tionnaire（GERDQ）and clinical efficienc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HAMA，HAMD and GERDQ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P>0.05）. 

After therapy，the scores of the scales above in the two groups were both lower than that before therapy，meanwhile the 

scores of HAMA，HAMD and GERDQ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The clinic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96％）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82％），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Deanxit assisted treatment on re-

flux esophagitis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ymptom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nd the clinical effect，so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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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流性食管炎在临床上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疾病，

发病率约为 1 .99 ％，尤其在老年人群中发病率更

高［1］。由于老年人的食管下括约肌张力较差，且膈

肌食管裂孔较为松弛，随着年龄的增大其载膜的抗

酸能力也进一步下降，因此发生反流性食管炎的几

率增高［2］。临床上老年人除了具有生理解剖上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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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外常合并有焦虑抑郁等临床症状，这也是导致反

流性食管炎加重以及复发的重要原因［3］。老年人常

常有情感孤独，害怕疾病与死亡的心理，这也是容

易被家属所忽略的，因此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减少老

年人的负性心理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本文旨在研

究老年反流性食管炎患者焦虑和抑郁心理状态及黛

力新辅助治疗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我院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选取我院从

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治的老年反流性食管

炎伴焦虑抑郁患者 100 例，病例纳入标准：（1）所

有患者均经钡餐或者胃镜检查确诊为反流性食管炎；

（2）患者病程均在三个月以上，且近期均未服用抗

抑郁药；排除标准：（1）排除具有消化系统肿瘤以

及食管黏膜糜烂以及溃疡等疾病的患者；（2）排除

具有严重心肝肾等严重疾病的患者［4］。所有患者均

自愿参加本项研究。按照随机数字法将 100 例老年

反流性食管炎伴焦虑抑郁患者分为观察组（50 例）

和对照组（50 例）；对照组男 27 例，女 23 例，年龄

45~75 岁，平均年龄（59.9±9.1）岁；观察组男 25 例，

女 25 例，年龄 48~76 岁，平均年龄（59.8±9.2）岁。

两组患者的年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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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改善反流性食管炎的药物

治疗：对照组给予西沙必利以及奥美拉唑口服，西沙

必利：剂量为 10~20mg，tid；奥美拉唑：20mg/d；观察

组在此基础上给予黛力新（1 片 bid）进行治疗。两

组患者均治疗 8 周。

1.3　观察指标

将两组患者的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

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反流性食管炎

症状程度积分（GERDQ）数值以及两组治疗后的临

床有效率进行对比分析。

1.4　效果评价

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和汉密尔顿抑

郁量表（HAMD）对患者进行治疗效果的评估，分值

越高代表焦虑或者抑郁的程度越严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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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资料以（n，％）表示，比较使用 χ2 检验；

计量资料以（x±s）的形式表示，采用 t 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HAMA 评分、HAMD

评分的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 HAMA 评分、HAMD 评分，组

间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HAMA

评分、HAMD 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P<0.05），且观

察组在治疗后的 HAMA 评分、HAMD 评分均显著低

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HAMA评分、HAMD评分比较

（x±s，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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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38.5±7.2 22.1±6.5*# 36.2±7.9 20.6±5.4*#

对照组 50 38.6±7.1 27.3±6.9# 36.4±7.8 26.2±6.1#

t 值 - 0.069 3.879 0.127 4.861
P 值 - 0.944 0.0002 0.899 0.0000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与治疗前相比# 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GERDQ 评分的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 GERDQ 评分，组间无明显差

异（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GERDQ 评分均较

治疗前降低（P<0.05），且观察组治疗后的 GERDQ

评分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GERDQ评分的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50 33.1±7.6 6.8±1.3*#

对照组 50 33.2±7.5 12.5±1.9#

t 值 - 0.066 17.507
P 值 - 0.947 0.0000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与治疗前相比# P<0.05。

2.3　两组患者临床有效率的比较

观察组的临床有效率为 96.00％，对照组的临床

有效率为 82.00％，观察组的临床有效率明显高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临床有效率的比较（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50 27（54.00）21（42.00） 2（4.00） 48（96.00）*

对照组 50 23（46.00）18（36.00） 9（18.00） 41（82.00）
χ2值 5.005
P 值 0.025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论

反流性食管炎的病变部位是在食管下段的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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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肌，由于其功能失调，胃十二指肠的小量胃内容

物则反流进入食管内，从而引起食管粘膜的炎性病

变［6］。反流性食管炎的发病机制复杂，且近年来发

病率逐渐升高，其与精神因素具有一定的联系［7］。

目前我国反流性食管炎的发病逐渐趋向于年轻化，

精神因素逐渐成为了发病的重要因素，这也是在临

床上使用胃动力药物以及质子泵拮抗剂有时难以达

到满意效果的一个原因，因此改善患者的精神症状

对于临床治疗具有很大的帮助［7］。

黛力新是一种由氟哌噻吨与美利曲辛组成的药

物。氟哌噻吨属于神经阻滞剂，对于焦虑以及抑郁

症状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美利曲辛是一种双向的

抗抑郁剂，使用小剂量的美利曲辛具有一定的兴奋

特性，而高剂量使用则具有一定的镇静作用［8］。氟

哌噻吨与美利曲辛的复方制剂可以提高突触间隙中

的多巴胺、5- 羟色胺以及去甲肾上腺素等神经递质

的含量，其对于改善焦虑抑郁症状以及降低内脏的

高敏感性具有较好的效果［9］。

本研究结果表明，黛力新辅助治疗老年返流性

食管炎患者，治疗后的 HAMA 评分与 HAMD 评分、

GERDQ 评分以及临床有效率均优于未服用黛力新的

对照组，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

研究结果表明［10］，消化系统疾病的患病与精神因素

密切相关，因为精神紧张时机体处于应激状态，对

于胃酸的分泌可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机体对酸的

敏感性也会增加，导致临床症状加重。另有研究结

果显示［11］黛力新联合西沙必利对于老年反流性食管

炎合并有焦虑抑郁症状的患者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

减轻患者的焦虑抑郁症状的同时进一步改善患者的

临床症状，与本研究结果报道一致。当患者出现心

理障碍时，食管下段括约肌的压力下降，酸暴露的

机会增加，食管的运动功能发生改变，食管对于酸

的清除速度减慢［12］。心理因素异常还可引起自主神

经功能发生异常，下丘脑以及边缘系统的平衡失调，

交感神经兴奋，迷走神经的张力受到抑制，环形肌

收缩力减弱，胃的收缩频率减少，胃肠动力减弱，

从而导致胃肠反流的发生，进一步导致反流性食管

炎。目前临床上治疗反流性食管炎主要以制酸剂抑

制胃酸为主，以降低胃蛋白酶的活性。西沙必利通

过调节肠肌丛节后神经能来释放乙酰胆碱，从而使

得食管以及胃排空，达到减轻食管返流的目的。奥

美拉唑则选择性的作用于胃黏膜细胞，处于胃壁细

胞顶端膜构成的分泌性微管以及包浆内的食管泡状

H+ 活性受到抑制，从而有效减少胃酸的分泌，黛力

新的主要成分氟哌噻吨与美利曲辛可发挥协同作用，

相互拮抗不良反应的发生，因此联合使用黛力新可

以更好地改善这类病人的临床效果。

综上所述，老年返流性食管炎伴焦虑抑郁症状

的患者合并黛力新辅助治疗，临床效果更显著，更

好地改善患者的焦虑抑郁症状及自身疾病的疗效，

因此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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