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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疏导联合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治疗冠心病合并焦虑抑郁患者的疗效

马新燕 1 、 邢　崴 2 、 薛红云 1 、 陈　茜 1 、 徐　程 1

【摘要】 目的　探讨心理疏导联合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治疗冠心病（CHD）合并焦虑抑郁患者的

负性情绪，生活质量的疗效，并记录药物不良反应情况。方法　将 104 例 CHD 合并焦虑、抑郁患

者，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两组，各 52 例。其中对照组予以 CHD 常规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

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联合心理疏导疗法。对比两组治疗前后负性情绪评分、生活质量评分及不良反

应发生率。结果　观察组治疗前负性情绪评分及生活质量评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治疗后，观察组负性情绪评分低于对照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

不良反应发生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给予 CHD 并焦虑、抑郁患者

心理疏导联合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治疗，可有效缓解患者焦虑、抑郁情绪，而且安全性高，利于改

善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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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ombined with Flupentixol and 

Melitracen Tablets on negative emotion，life quality of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omplicated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and record the adverse drug reactions Methods One hundred four CHD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with 52 cases in each.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treatment for CHD，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therapy com-

bined with Flupentixol and Melitracen Tablets. The negative emotion score，quality of life score and adverse reaction 

rat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he negative emotion scores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before the treatment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treatment，the observation group negative emotion scores were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s were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showe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ombined with Flupentixol and Melitracen Tablets for 

the patients with CHD complicated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symptoms of anxiety and de-

pression，have high security，and is bett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se patient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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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心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CHD）多病程

长，迁延难愈，且诱发因素较多，如情绪激动，运

动增加，环境气候改变等等，对患者的生活造成了

严重影响，因此多数患者伴不同程度焦虑、抑郁等

负性情绪，治疗依从性较差，且不利于疾病良好转

归，导致其生活质量进一步下降［1］。氟哌噻吨美利

曲辛片是临床治疗心因性抑郁、神经衰弱的常用药

物，本品为氟哌噻吨及美利曲辛合剂，能够有效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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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中枢神经功能，起到抗焦虑、抗抑郁等作用。但

临床工作经验得知，单纯药物治疗仍难以有效长久

缓解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容易复发［2］。心理疏导

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原则上，结合我国民族特征，并

继承祖国医学中有关精华、吸取国内外各学科中有

价值的学术思想，而逐渐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系

统的心理治疗疏通及引导方法。该方法通过积极疏

导，使患者掌握战胜心理疾病的方法和技巧，并引

导其自我领悟、自我认识及自我矫正。本研究选取

云南省精神病医院 104 例 CHD 合并焦虑、抑郁患

者，分组探讨心理疏导联合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治

疗 CHD 合并焦虑抑郁的临床疗效，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经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选取 2015 年 10 月

至 2017 年 4 月云南省精神病医院 104 例 CHD 合并

焦虑、抑郁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均符合《内科学》中

CHD 相关诊断标准［3］及第 3 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

与诊断标准》中焦虑症、抑郁症的诊断标准［4］，按照

随机数表法将上述患者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52
例。观察组男 27 例，女 25 例，年龄 41～79 岁，平

均（62.36±15.47）岁。对照组男 29 例，女 23 例，

年龄 40～80 岁，平均（63.02±16.14）岁。排除标准：

合并有其他严重躯体疾病或重要脏器功能不全者；既

往有精神障碍病史或物质依赖病史者；意识不清者；

对本研究所应用的药物过敏者。两组性别、年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入院后给予硝酸酯类、他汀类

降脂药、钙通道阻滞剂、β- 受体阻滞剂等冠心病常

规治疗措施，连续治疗 4 周。

1.2.2　观察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氟哌噻吨

美利曲辛片（国药准字 H20153122）治疗：口服 1 片

（含 0.5 mg 氟哌噻吨及 10 mg 美利曲辛）/ 次，2 次

/d，分别于早晨及中午服用，维持 5 d，第 6 d 开始，

1 片 / 次，1 次 /d，于早晨服用。连续治疗 4 周。同

时实施心理疏导，具体方法如下：①建立友好关系：

主动与患者沟通交流，帮助办理入院手续、熟悉住

院环境，建立友好、信赖关系；②统筹兼顾：根据入

院信息收集、患者实际情况，统筹兼顾，避免仅重

视单一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根据重点突出的矛盾，

建立完整的干预系统；③寻找症结：积极与患者合作，

帮助其寻找心理障碍、产生焦虑、抑郁的根本原因；

④引导患者叙述：询问患者对什么问题存在疑虑，鼓

励患者勇敢诉说内心矛盾及痛苦，根据其叙述进行

分析，进一步明确诱发心理障碍的具体原因；⑤认识

与实践同步：在患者对疾病本身及焦虑抑郁情绪的病

因，发展等等有了一定认识，支持、鼓励其主动解

决所遇问题，在取得进步时，及时给予肯定，帮助

患者树立战胜身心疾病的信心；⑥创造轻松环境：耐

心倾听患者诉说的问题与看法，避免妄加评论或漠

不关心，为患者营造一个轻松、舒适的倾诉氛围；⑦

制定解决方案：引导患者通过联系自身实际，积极采

取解决方案，并鼓励其对医护人员所指定的处理方

案提出质疑或不同意见，以强化并提高患者心理素

质，由此转化为自身力量，处理现实问题。

1.3　观察指标 

（1）以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

抑郁量表（HAMD-17）［5］评价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焦虑

度及抑郁严重程度，得分越高越严重。（2）统计两组

治疗期间恶心 / 呕吐、头晕、胃肠不适等药物不良反

应发生率。（3）以简明健康状况调查量表（SF-36）［6］

评估两组治疗前后生活质量，分值越高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用 SPSS18.0 软件包处理，计量资料用（x±s）表

示，比较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或百分比（n，％）

表示，比较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标准。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焦虑、抑郁情绪对比

治疗前，两组患者 HAMA 和 HAMD 评分，组间

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HAMA 和

HAMD 评分较治疗前均降低，且观察组评分显著低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治疗前后HAMA、HAMD评分比较（x±s，分）

时间 组别 HAMA HAMD

治疗前 观察组（n=52） 29.36±4.81 29.14±4.11

对照组（n=52） 30.28±4.65 28.67±4.33

t 0.992 0.568

P 0.324 0.572

治疗后 观察组（n=52） 9.22±3.61 10.43±3.35

对照组（n=52） 15.12±3.74 15.28±3.27

t 8.185 7.471

P 0.000 0.000

2.2　两组患者药物不良反应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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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7.31％（9/52），对照

组为 9.62％（5/52），但两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表2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n，％）

组别 恶心/呕吐 头晕 胃肠不适 总发生率

观察组（n=52） 2（3.85） 3（5.77） 4（7.69） 9（17.31）

对照组（n=52） 1（1.92） 1（1.92） 3（5.77） 5（9.62）

χ2 — — — 1.321

P — — — 0.251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生活质量对比

观察组治疗前 SF-36 评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SF-36
评分均升高，但观察组 SF-36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治疗前后生活质量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观察组（n=52） 53.65±7.36 72.32±11.31 9.977 0.000

对照组（n=52） 55.01±6.87 67.15±9.23 7.608 0.000

t 0.974 2.554 — —

P 0.332 0.012 — —

3　讨论

冠心病是中老年群体常见病与多发病，由于病

程长，患者对疾病认知不足或认知错误导致易出现

负性情绪，严重者甚至出现焦虑、抑郁等心境障碍，

辛若丹等［7］研究指出，CHD 患者抑郁症的发病率显

著高于健康人群，同时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进一

步促使患者儿茶酚胺水平升高、血小板激活、交感

神经紧张、炎性反应增强，进而增加心绞痛或心肌

梗死发生风险，加重病情，形成恶性循环。

目前，在 CHD 常规治疗基础上联合抗焦虑抑郁

药物是临床治疗 CHD 并焦虑、抑郁的常用方法。氟

哌噻吨美利曲辛片是一种新型抗抑郁复合制剂（由

盐酸氟哌噻吨及盐酸美利曲辛组成），氟哌噻吨为

一种神经阻滞剂，小剂量能够作用于突触前膜多巴

胺自身调节受体，增加多巴胺合成与释放，进而提

高突出间隙中多巴胺含量，发挥抗焦虑、抗抑郁作

用；美利曲辛为双相抗抑郁剂，可有效抑制突触前

膜再摄取 5- 羟色胺及去甲肾上腺素，增加突触间隙

单胺类递质含量。氟哌噻吨与美利曲辛具有协同作

用，抗焦虑、抑郁作用更为显著，此外，美利曲辛

可拮抗氟哌噻吨所引起的锥体外系不良反应，氟哌

噻吨能够抑制美利曲辛所造成的心动过速、心肌耗

氧增加等抗胆碱作用，有利于提高用药安全性。李

双勇等［8］研究中就指出，给予伴焦虑、抑郁症状的

咽异感症患者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治疗，可有效缓

解患者负性情绪，且副作用少。但临床工作经验得

知，患者情绪、心理状况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单纯

抗抑郁药物仍难以取得十分理想的治疗效果，故行

为干预或心理疏导在 CHD 伴焦虑、抑郁治疗中具有

一定积极意义。此外，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导致

CHD 患者自我效能感降低，治疗依从性差，也是影

响 CHD 治疗效果的重要原因。心理疏导疗法是一种

具有特色的、较为系统的心理治疗疏通及引导的方

法，通过与患者建立友好关系而取得其信赖，统筹

兼顾，找出 CHD 患者出现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的

症结所在，并耐心倾听患者倾诉，为其营造一个轻

松的环境，引导患者积极、主动寻找方法解决心理

障碍及问题。

本研究中，观察组治疗后焦虑、抑郁情绪评分

低于对照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

表明在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治疗基础上联合心理疏

导，可有效缓解患者负性情绪、改善生活质量。此

外，两组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无明显差异，提

示心理疏导联合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治疗 CHD 伴焦

虑、抑郁患者，不仅能更有效的改善患者的负性情

绪及生活质量，还具有良好的安全性，这与王福军

等［9］，陈平顺等［10］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给予冠心病并焦虑、抑郁患者心理

疏导联合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治疗，可更有效缓解

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其安全性高，利于改善患者

生活质量。但本项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样本量有限，

且未对焦虑抑郁情绪的严重程度进行进一步细化，

可在后续的进一步研究中解决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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