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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帕罗西汀治疗帕金森合并抑郁和焦虑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

赵鸿飞 1 、 罗辉兰 2 、 冯珍珍 3 、 李　伟 4

【摘要】目的　探讨盐酸帕罗西汀在帕金森病（PD）合并抑郁和焦虑症患者中的应用疗效及安全

性。 方法　选取于我院接受住院治疗的 80 例 PD 合并抑郁和焦虑症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将患者分

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各 40 例。两组均以抗 PD 常规疗法治疗，实验组在此基础上加用盐酸帕罗

西汀片 20mg/d 治疗 6 周评估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抑郁量表（HAMD）、帕金森病综合评分表（UPDRS）

及焦虑量表（HAMA）评分情况以及不良反应情况。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 UPDRS、HAMD 及 HAMA

评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 2 周、4 周、6 周后两组的 UPDRS、HAMD 及 HAMA 评

分均有明显下降，且每次实验组患者上述量表评分下降程度较对照组更明显，上述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 0.05）。治疗 6 周后，实验组患者帕金森、抑郁及焦虑症状总有效率分别为 82％、80％和

76％，对照组患者总有效率分别为 58％、68％及 64％，两组相比差异显著（P< 0.05）。两组患者在

治疗过程中均未见严重不良反应，且组间无明显差异（P> 0.05）。结论　盐酸帕罗西汀片联合 PD 常

规疗法用于 PD 合并抑郁和焦虑患者能取得更好疗效，更有效地改善患者抑郁焦虑症状，且不良反

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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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and safety of Paroxetine Hydrochloride in the treatment of in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combined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ZHAO Hongfei，LUO Huilan，FENG Zhenzhen，et al. Guilin City Social 
Welfare Hospital，Guilin 54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Paroxetine Hydrochloride in the treatment of in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combined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complicated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objects.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andomly，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two groups were given the routine 

treatment of PD，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added Paroxetine Hydrochloride 20mg/d on basis of the routine one 

for 6 weeks. The scores of HAMD，UPDRS and HAMA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and compared bo-

fore and after treatments；meanwhile，the side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fter treatments as well. Results
　The differences of HAMD，UPDRS and HAMA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fore 

treatment（P>0.05）；the indexes mentioned above of two groups were both lower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P<0.05）；

meanwhile，after treatment the scores of these scales abov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ll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

trol group（P<0.05）.6 weeks after treatment，the efficiencies of symptoms of Parkinson，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82％，80％ and 76％ respectively，while the efficiencies mentioned above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58％，68％ and 64％，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P<0.05）. There was no 

severe medical side effects in the two groups in the treatments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Paroxetine Hydrochloride combined with the routine medical therapy of Parkinson’s 

disease can have a better effect on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combined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nd can be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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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 to improve th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mood. Meanwhile，it has little side effects.

 【Key words】 Paroxetine Hydrochloride；Parkinson’s disease；Depression；Anxiety

帕金森氏病（Parkinson’s disease，PD）是临床

好发于中老年的神经系统变性型疾病，为中脑黑质

致密带受损，多巴胺能神经元数量减少所致［1-2］。分

为运动型和非运动型两类，其主要表现为动作迟缓、

僵硬、强直等。PD 患者由于运动障碍，生活质量明

显下降易造成心理负担，PD 患者合并抑郁和焦虑情

绪的发病率日趋增多［3-4］。常规的 PD 药物治疗方式

很难解决患者抑郁焦虑情绪问题，因此本研究即拟

探讨该类疾病的治疗方案。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PD 合并抑郁和焦虑患者 80 例为研究

对象，所有患者入院后均完善头颅核磁或 CT 及其

他相关常规检查。其中男 39 名，女 41 名，年龄 65
岁～78 岁，平均年龄为（69.8±5.1）岁，病程为 1
年～7 年，平均（4.2±1.3）年。所有患者随机分为

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各 40 例。两组患者性别分布、

年龄、病程及体质指数（BMI）等一般情况相比均无

统计学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该研究获得本

院医学伦理部门批准，患者及其家属均被告知研究

方案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符合英国脑库帕金森氏病的诊断

标准；②年龄 18～80 周岁；③头部无外力损伤病史；

排除标准：①有严重肺、肾、脑等其他系统疾病；②

因外伤、毒物或药物等外因造成的帕金森综合症；③

有严重精神疾患者；④无法或很难进行沟通的患者；

⑤患者或家属不配合实验者。

1.3　治疗方法及观察指标

所有患者入院确诊后均予以常规抗 PD 治疗，即

予以美多巴、安坦等药物治疗。实验组在对照组基

础上加用盐酸帕罗西汀片治疗，晨服 20mg。两组患

者均予以治疗 6 周。在治疗前、治疗后 2 周、4 周、

6 周均予以抑郁量表（HAMD）、帕金森病综合评分表

（UPDRS）和焦虑量表（HAMA）评估相应病症，此

外，比较两组患者用药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4　疗效评价标准 

PD 治疗疗效评价标准：UPDRS 评分下降 100％

为痊愈，50 ％～99 ％为显效，20 ％～49 ％为有

效，19％以下为无效；抑郁症状治疗疗效评价标准：

HAMD 评分下降率 75％以上为痊愈，50％以上为显

效，25％以上为有效，25％以下为无效；焦虑症状

治疗疗效评价标准：HAMA 评分下降率 75％以上为

痊愈，50％以上为显效，25％以上为有效，25％以

下为无效。

1.5　统计学处理

文中数据用统计学软件 SPSS 19.0 进行分析，计

数资料以率或百分比（n ，％）表示，采用 χ2 检验；

计量资料用（x±s ）表示，采用 t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各量表评分情况

两组患者治疗前 UPDRS、HAMD 及 HAMA 评分

相比差异不明显（P>0.05）。治疗 2 周、4 周、6 周

后两组评分均有明显下降，在相应时段实验组患者

分值下降程度较对照组更明显，且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具体数值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UPDRS、HAMD及HAMA量表评分
情况比较（x±s，分）

组别 评分项目 治疗前 治疗2周 治疗4周 治疗6周

实验组 UPDRS 53.8±2.1△ 47.8±3.8*# 43.1±4.8*# 39.2±4.1*#

HAMD 23.8±1.7△ 21.3±3.1*# 19.2±2.7*# 15.6±1.9*

HAMA 17.8±1.5△ 15.5±1.9*# 9.6±1.1*# 6.1±1.6*#

对照组 UPDRS 51.9±4.2 49.9±3.1# 47.9±4.1# 45.1±3.6#

HAMD 24.1±1.3 23.2±2.4# 22.5±2.4# 21.2±2.8#

HAMA 18.9±2.1 15.9±2.3# 13.1±2.7# 11.6±1.6#

与对照组相比，*P<0 .05，△P>0 .05。；与治疗前相比# 

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 6 周后各症状治疗疗效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 6 周后，患者帕金森、抑郁及焦

虑症状均较治疗前有了明显改变，实验组患者三者

症状总有效率分别为 82％、80％和 76％，对照组患

者总有效率分别为 58％、68％及 64％，两组相比差

异显著（P<0.01）。具体数值见表 2。

2.3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两组患者在治疗周期内均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实验组患者在服用盐酸帕罗西汀片后 2 周部分患者

有轻度恶心、头部不适等症状，经继续服药至 6 周

时所有不适症状均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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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PD 患者合并抑郁及焦虑在临床的发生率愈来

愈高，给其心理造成极大压力和负担［5］。临床流行

病学调查显示，PD 患者罹患抑郁、焦虑的发病率已

达 50％左右［6］。焦虑和抑郁的情绪亦会加重 PD 发

病的进程，不利于疾病的治疗和康复［7］。PD 患者并

发抑郁、焦虑症状是严重影响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

此类患者中枢神经系统损伤风险较其他患者明显增

高［8］。帕罗西汀药物能改善抑郁、焦虑症状的机理

在于该药物被人体摄入后可抑制神经元细胞摄取突

触间隙内 5- 羟色胺，提高 5- 羟色胺在突触间隙内

浓度，弥补 5- 羟色胺能神经元数量减少的不足［9-10］。

本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通过口服盐酸帕

罗西汀联合常规抗 PD 药物治疗能显著改善患者的

UPDRS、HAMD 及 HAMA 几个量表的评分，且显著

高于只接受 PD 常规治疗的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此外，实验组患者帕金森、抑郁、

焦虑治疗疗效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且实验组与对照组患者在整个服

药过程中均未见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仅有轻微头

痛、恶心等不适，且上述不适后均缓解，表明两种

治疗方法均安全性较好。

综上所述，盐酸帕罗西汀片联合 PD 常规疗法用

于 PD 合并抑郁和焦虑患者可以更好地缓解患者的帕

金森症状及焦虑抑郁情绪，且未见严重药物不良反

应，安全性较好，因此值得在临床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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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患者治疗6周后帕金森症状、抑郁、焦虑疗效比较（n，％）

症状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帕金森 实验组 14（28％） 11（22％） 16（32％） 9（18％） 82％

对照组 7（14％） 12（24％） 10（20％） 21（42％） 58％

抑郁 实验组 15（30％） 14（28％） 11（22％） 10（20％） 80％

对照组 10（20％） 10（20％） 14（28％） 16（32％） 68％

焦虑 实验组 13（26％） 12（24％） 13（26％） 12（24％） 76％

对照组 7（14％） 12（24％） 13（26％） 18（36％） 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