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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酸艾司西酞普兰对老年良性前列腺增生伴抑郁患者的总体疗效

杜文永 1 、 施永斌 2 、 曹志彬 1 、 陈　青 1 、 郭本玉 3 、 季卫东 4

【摘要】目的　探讨草酸艾司西酞普兰对老年良性前列腺增生（BPH）伴抑郁患者的总体临床疗

效。方法　选取 104 例老年良性前列腺增生合并抑郁症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52 例。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改善 BPH 的药物治疗以改善前列腺增生症状，研究组在此基础上给予草酸艾司

西酞普兰治疗。比较两组的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IPSS）、健康调查简表（SF-36）评分和汉密尔顿抑

郁量表（HAMD）的评分变化。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上述量表评分组间无明显差异（P> 0.05）。治

疗后两组患者的 IPSS 评分均低于治疗前且研究组患者的 IPSS 评分低于对照组；治疗后研究组 HAMD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两组患者治疗后 SF-36 评分均升高，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上述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 0.05）。结论　老年良性前列腺增生伴抑郁患者在常规改善 BPH 药物的基础上给予草

酸艾司西酞普兰治疗，能够更好地改善其抑郁症状及前列腺增生症状，并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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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escitalopram oxalate on elderly patients with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and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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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escitalopram oxalate on elderly patients with benign prostatic hy-

perplasia（BPH）and depression. Methods　104 elderly patients with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and depression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then divided into the research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each group had 52 cases.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drugs for BPH，and the research group was given escitalo-

pram oxalate on this basis. The scores of IPSS，SF-36 scale and HAMD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scores of these scales abov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s（P>0.05）. 

After treatment，the IPSS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and the IPSS score of the 

research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After treatment，the HAMD scores of the research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 and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The SF-36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were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and scores of SF-36 in the research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ll the differences mentioned abov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
clusion　Escitalopram oxalate drug therapy based on conventional BPH drugs can be better to improve the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ymptoms of benign prostate hyperplasia of elderly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can be bett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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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性前列腺增生（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BPH）是老年男性人群中一种常见的疾病，据统计

50 岁以上男性占 40％，80 岁以上男性占 90％［1］。

临床通常症状表现为前列腺增生肥大、膀胱出尿口

梗阻，患者通常因排尿困难和尿滞留就医，严重会

出现肾衰竭现象［2］。老年 BPH 患者通常伴有抑郁情

绪，生活质量低下，通常表现出思维迟缓、情绪低

落等，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 ［3］。本研究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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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老年前列腺增生伴抑郁症患者的治疗，深入分析

抗抑郁治疗对患者症状和生活质量的疗效。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取得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3 月间到我院诊治的老年良性前列腺增

生合并抑郁症患者 104 例。纳入标准：①年龄 60 岁

以上；②近期未接受相关治疗；③相关检查已确诊良

性前列腺增生，且符合《ICD-10》中关于抑郁症的诊

断标准。④自愿同意本次调查研究，依从性好，并

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导致排尿障碍的其他

疾病；②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③有精神病家族

史，有物质依赖史者；④不能积极配合服用精神药

物患者。患者年龄为 60～85 岁，平均（71.6±9.3）

岁；体重 48～82kg，平均（58.5±9.4）kg。将上述患

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52 例。两组患者在

性别、年龄和体重等基线资料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可以进行对比研究。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治疗 BPH 药物（盐酸特拉

唑嗪夜间 2mg/d、非那雄胺 5mg/d）治疗，以及外表

与 20mg 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相同的安慰剂。研究组在

常规用药治疗的用药基础上应用抗抑郁药物草酸艾

司西酞普兰，逐渐加量至 20mg/d。治疗 3 个月。

1.3　观察方法及诊断标准

1.3.1　BPH 的诊断标准

根据中华医学会泌尿学分会 2006 年的 BPH 诊

断指南，符合以下四点的患者就可诊断为 BPH：（1）
患者最大尿流≤ 15ml/s；（2）IPSS 评分≥ 8 分；（3）

患者排尿后直肠指检前列腺横径 >3cm；（4）前列腺

经 B 超检查体积 >20ml。

 1.3.2　前列腺体积检测

应用超声仪对前列腺的横径、纵径和前后径

进行测量。前列腺体积计算公式：体积（ml）= 横径

（cm）× 纵径（cm）× 前后径（cm）×0.52。根据国

际前列腺症状评分（IPSS）：20～35 为重度；8～19 分

为中度；1～7 分为轻度。

1.3.3　生活质量的测量方法

采用中文版健康调查简表（SF-36）对调查对象

进行评定，主要包括 8 个方面：①生理机能；②生理

功能；③躯体疼痛；④一般健康状况；⑤精力；⑥社

会功能；⑦情感职能；⑧心理健康。，分数越高代表

患者生活质量越高。

1.3.4　神经心理学检测方法

选取经过培训的两名评定者采用汉密尔顿抑郁

测量表（HAMD）17 项版本对患者进行检查。两名评

定者对患者进行观察并和其进行交流，然后分别独

立评分。HAMD 包括 7 个因子［4］：①焦虑 / 躯体化；

②体重；③认知障碍；④日夜变化；⑤阻滞；⑥睡眠

障碍；⑦绝望感。分界值为 17 分，得分越高表明抑

郁程度越严重。

1.4　统计学方法

运用统计学软件 SPSS18.0 进行数据处理。本研

究结果均为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

示，两组之间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P<0.05
为具有统计学差异标准。

2　结果

2.1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的 IPSS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IPS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IPSS 评分均低于治疗

前（P<0.05），且研究组患者的 IPSS 评分低于对照组

（P<0.05），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1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的IPS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研究组 29.86±5.86 11.85±4.56 17.491 0.000

对照组 30.07±6.02 16.35±7.86 9.993 0.000

t -0.180 3.571

P 0.857 0.001

2.2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的 HAMD 评分比较

两 组 患 者 治 疗 前 各 项 评 分 组 间 无 明 显 差 异

（P>0.05）。治疗后研究组焦虑、体重减轻、认知障

碍等七项指标评分较治疗前降低明显，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均 P<0.05），对照组日夜变化、睡眠障

碍评分均低于治疗前（P<0.05）外，其余各项指标

评分治疗前后差异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

疗后，研究组各项指标评分均优于对照组，（t = -10.

009，-2.309，-4.347，-3.966，-7.700，-5.905，-9.909均

P<0.05）。见表 2。

2.3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两 组 患 者 治 疗 前 各 项 评 分 组 间 无 明 显 差 异

（P>0.05）。治疗后研究组和对照组生理功能、生

理机能等八项指标评分均升高（P<0.05）。且研究

组各项评分均优于对照组，（t=2.880，4.115，5.203，

6.036，3.847，5.163，3.273，4.523，均 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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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因其日常生活中尿急、

尿频、尿失禁症状，还容易发生尿路感染引发血尿

等，长期的日常生活中承受很大的精神压力，容易

发生悲观抑郁的情绪［5-6］。患者的生活质量严重下降，

不仅体力活动减少，社会活动也明显减少。研究发

现，老年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抑郁情绪与其下尿路

症状有相关关系，极大的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7］。

一项由英国、瑞士和美国数万例患者的研究调查发

现，患有下尿路疾病的患者不仅生活质量差，而且

发生抑郁的概率也会增加很多［8］。下尿路症对患者

的生活质量造成极大影响，对生活质量的各个维度、

一般健康状况和心理健康影响显著。

有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由于抑郁情绪产生心

理性应激和慢性应激使患者机体处于一个免疫应激

的状态中，导致白细胞介素 IL-6、IL-2 升高，而

IL-6 受体和 IL-2 受体又可以通过作用于下丘脑 - 垂

体 - 肾上腺或者单胺类神经递质方式促使抑郁症病

情加重，其中 IL-6 还可以导致大脑内 5- 羟色胺水

平进一步紊乱，最终会使神经 - 内分泌 - 免疫系统

的稳态系统失去动态平衡，使患者的免疫功能发生

紊乱［9-11］。抑郁症患者依从性比较差，也有可能通过

抗抑郁治疗改善了患者症状，提高患者的依从性。

本次研究老年良性前列腺增生合并抑郁症患者

在常规用药治疗的基础上应用抗抑郁药物草酸艾司

西酞普兰进行治疗 3 个月，研究组 IPSS 评分与对照

组比较降低显著，并且研究组患者生活质量各维度

较对照组上升，治疗效果显著；治疗前后两组患者

的 HAMD 评分比较，治疗后研究组各项指标评分较

治疗前及对照组均降低明显，治疗效果良好；治疗前

后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治疗后研究组和

对照组生理功能、生理机能、社会功能等各项指标

评分均升高，且研究组更优于对照组。上述结果老

年良性前列腺增生合并抑郁症患者在常规用药治疗

的基础上应用抗抑郁药治疗，不仅能改善抑郁症状，

还能改善患者自身躯体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老年良性前列腺增生合并抑郁症患

者给予抗抑郁药物治疗，能够大大改善常规药物治

疗效果，同时临床上对老年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还

要注意发现其有无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在积极诊

表2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的HAMD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焦虑 体重减轻 认知障碍 日夜变化 睡眠障碍 阻滞 绝望感

研究组 治疗前 7.25±2.57 0.99±0.78 7.17±3.62 1.81±1.19 2.62±1.20 5.78±3.02 5.95±2.50

治疗后 2.85±1.18 0.64±0.79 4.52±1.71 0.70±0.80 0.70±0.89 2.14±1.65 2.07±1.40

t 11.220 2.273 4.773 5.852 9.267 7.627 9.765

P 0.000 0.025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对照组 治疗前 7.35±2.16 1.06±0.89 7.17±3.75 1.85±0.77 2.80±1.24 6.40±3.52 6.60±2.31

治疗后 6.50±2.35 1.00±0.80 6.95±3.65 1.33±0.82 2.40±1.32 5.11±3.23 5.90±2.41

t 1.920 0.362 0.303 3.334 1.593 1.947 1.512

P 0.058 0.718 0.762 0.001 0.004 0.054 0.134

表3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生理功能 生理机能 躯体疼痛 一般健康 活力 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 心理健康

研究组 治疗前 61.22±9.30 58.77±9.68 58.97±7.94 48.60±7.06 52.89±7.28 60.21±7.87 58.55±7.58 57.90±6.87

治疗后 68.07±9.88 70.95±10.81 73.04±10.45 63.04±9.40 64.29±8.93 72.06±6.74 71.02±9.89 68.75±8.33

t -3.640 -6.548 -7.731 -8.857 -7.135 -8.247 -7.216 -7.246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对照组 治疗前 61.25±8.96 58.76±9.25 59.87±8.62 48.20±6.04 52.12±6.04 60.13±7.60 59.02±8.73 58.03±7.59

治疗后 65.02±7.89 62.85±9.20 63.20±9.50 52.98±7.49 58.02±7.64 65.04±7.12 64.89±9.20 61.57±7.85

t -2.277 -2.261 -2.378 -3.582 -4.368 -.3.400 -3.338 -2.338

P 0.025 0.026 0.019 0.001 0.000 0.001 0.001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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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过程中要学会建立起生物 - 心理 - 社会医学相结

合的医学模式，关注患者的社会、心理机能，通过

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制定科学有效、综合全面的方案，提高患者的生活

质量，达到尽快恢复健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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