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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洛西汀联合艾司西酞普兰治疗老年躯体形式障碍疗效观察

全传升 1 、 袁勇贵 3 、 潘继英 2 、 张淑芬 1 、 王步军 1

【摘要】目的　探讨度洛西汀联合艾司西酞普兰治疗老年躯体形式障碍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选择 60 例老年躯体形式障碍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对

照组给予艾司西酞普兰治疗，观察组给予度洛西汀联合艾司西酞普兰治疗，两组疗程均为 6 周，比较

两组症状自评量表（SCL-90），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价临床疗效，观察药物不良反应。

结果　观察组躯体化、人际敏感、抑郁、焦虑等 SCL-90 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

HAMD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总有效率 93.33％明显高于对照组 70.00％（P< 0.05）；两组药

物不良反应发生率（26.67％ vs 36.67％）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度洛西汀联合艾司

西酞普兰治疗能有助于改善老年躯体形式障碍患者躯体化症状，提高治疗效果，且安全性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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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ative effect observation on duloxetine in combination with escitalopram in treating elderly patients 
with somatoform disorders　QUAN Chuansheng，YUAN Yonggui，PAN Jiying，et al. Fourth Zhangjiagang peo-
ple’s Hospital，Zhangjiagang 2156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duloxetine in combination with escitalopram 

in treating elderly patients with somatoform disorders. Methods A total of 60 case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somatoform 

disorders was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with 30 case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by escitalopram，

and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by duloxetine in combination with escitalopram. The course of treat-

ment of the two groups was 6 weeks. The results of symptom checklist-90（SCL-90）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Hamilton's Depression Scale（HAMD）was adopted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and adverse drug reaction was 

observed. Results The SCL-90 scores including somatization，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Ob-

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in Control Group（P<0.05）；the HAMD score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in Control Group（P<0.05），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3.33％ and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70.00％ in Control Group（P<0.05）；the difference in adverse reaction rates of the two groups（26.67％ vs 36.67％）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0.05）. Conclusion Duloxetine in combination with escitalopram can help to improve 

the somatic symptom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somatoform disorders and enhance the treatment effect，and the safety is 

worthy to be affi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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躯体形式障碍是一种持久地担心或相信各种躯体

症状的优势观念的神经症，患者常因某些症状反复就

医，而临床医学检查无器质性疾病，阴性结果和医生

的解释又不足以消除患者的顾虑［1］。老年患者随着身

体功能的退变，易罹患躯体形式障碍，可引起抑郁等

情绪改变，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艾斯西酞普兰是一

种新型选择性 5- 羟色胺（5-HT）再摄取抑制剂，度洛

西汀为 5-HT 及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双重抑制剂［2］。两

者联合应用治疗躯体形式障碍文献报道较多，但对老

年患者研究较少，本文采取随机对照研究，探讨度洛

西汀联合西酞普兰治疗老年躯体形式障碍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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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 2013 年 11 月 ~2015 年 11 月收治的老年躯

体形式障碍患者 60 例为研究对象，经医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所有患者或监护人均签署知情同意书，采

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观察

组：男 18 例，女 12 例；年龄 61~79（68.13±5.42）岁；

病程 1~7（3.49±0.37）年。对照组：男 20 例，女 10
例；年龄 60~80（67.51±4.27）岁；病程 1~7（3.47±

0.44）年。两组资料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1.2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

标准（第 3 版）》（CCMD-3）中躯体形式障碍诊断标

准［3］；②年龄≥ 60 岁；③均按要求完成 6w 的治疗；

④有正常沟通交流能力。排除标准：①控制不良的糖

尿病、高血压患者；②精神分裂症、老年痴呆和其他

精神疾病者；③酒精或药物依赖者；④近 2 周内接受

抗抑郁药物治疗者；⑤评估治疗及随访依从性差者。

1.3　方法

所有患者均给予常规护理，包括健康教育、心

理干预、认知行为干预等。对照组给予艾司西酞普兰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J20130028，规格 20 mg/s）治

疗，起始剂量 5mg/ 次，1 次 /d，早餐后顿服；可根据

病情变化、敏感度及耐受性逐渐增加剂量至 10~15mg 

/ 次，1 次 /d，平均日口服剂量为（12.61±2.38）mg。

观察组给予度洛西汀联合艾司西酞普兰治疗，盐

酸度洛西汀肠溶胶囊（药品注册证号：H20060335，规

格 60mg/ 粒）初始剂量为 30mg/ 次，1 次 /d，治疗 2 周

后增加剂量至 60mg/ 次，1 次 /d，每日上午餐后口服，

连续治疗 6 周。艾司西酞普兰治疗方法同对照组，平

均日口服剂量为（12.49±2.39）mg。两组患者平均日

口服剂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0.195，P>0.05）。

治疗期间均禁止服用其他抗抑郁药物，合并睡眠障碍

者给予阿普唑仑口服；心动过速者给予普萘洛尔口服。

1.4　观察指标

1.4.1　临床症状　治疗前后，采用症状自评量

表（SCL-90）［4］评定临床症状，包括躯体化、抑郁等

9 项评估因子共 90 个条目，采用 1~5 分 5 级评分法，

分值越低，心理越健康。

1.4.2　临床疗效　参照文献［5］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减分率来评价临床疗效。治愈：HAMD 减分率

≥ 75％，显效：HAMD 减分率 50％~74％，有效：HAMD 

减分率 25％~49％，无效：HAMD 减分率＜ 25％。

1.4.3　药物不良反应　观察两组患者有无药物

相关不良反应发生。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1.0 软件统计，计量资料用（x±s）
表示，行方差分析或 t 检验，计数资料用［n（％）］

表示，行卡方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SCL-90 评分

治疗前，两组患者 SCL-90 评分比较无统计学差

异（P>0.05）；治疗后，两组 SCL-90 评分均明显低

于同组治疗前（P<0.05，P<0.01），观察组躯体化、

人际敏感、抑郁、焦虑、知对、恐怖评分均明显低

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2.2　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前，两组 HAMD 评分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P>0.05）；治疗后，两组评分均明显低于同组治疗

前（P<0.05，P<0.01），观察组 HAMD 评分明显低于

对照组（P<0.05）。见表 2。观察组总有效率明显高

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2.3　不良反应

对照组出现头痛、头晕等不良反应 11 例，观察组

出现过敏、耳鸣等不良反应 8 例，均为轻度，1-2 周

后自行缓解，观察组不良反应 26.67％，低于对照组

36.67％，但比较无统计学差异（x2=0.693，P>0.05）。

3　讨论

躯体形式障碍是患者常存在医学上无法解释的

躯体化症状，老年躯体形式障碍识别率低，病程长，

治疗难度大，而患者对自身疾病又无法了解，加上机

体退行性变，常合并多种基础疾病，反复就医不仅

增加患者经济负担，还加重其焦虑和抑郁情绪反应。

抗抑郁药是治疗躯体形式障碍的有效药物，目前

临床上较多应用选择性５－羟色胺（5-HT）再摄取抑

制剂（SSRIs），SSRIs 类药物通过选择性地抑制 5- 羟

色胺再摄取，提高突触间隙 5- 羟色胺的浓度，从而

缓解临床症状［5］。艾司西酞普兰是西酞普兰的左旋异

构体，为选择性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能高度选

择性地抑制 5-HT 转运体，对细胞色素 P450 的抑制作

用相对较小，从而增加中枢神经系统中 5- 羟色胺的

浓度，改善焦虑、抑郁症［6］。但对于伴有疼痛患者有

一定局限性，疗效较为缓慢且单独治疗效果不佳。

度洛西汀是一种具有双重抑制效果的抗抑郁药

物，在抑制 5- 羟色胺的同时也能有效抵制去甲上腺素

的摄取与利用，联合艾司西酞普兰能快速减轻患者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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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反应，抑制精神症状，促进病情恢复［7］。本研究中，

观察组 SCL-90 、HAMD 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国内

学者也有类似文献报道［8］，提示洛西汀联合艾司西酞

普兰治疗能提高老年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临床疗效。

因老年患者基础疾病多，在治疗中应考虑到药物

的安全性。多项研究表明，西酞普兰用于治疗躯体形

式障碍疗效好，对其他疾病治疗影响小，口干、恶心、

头晕等药物副反应轻［9］。大量临床研究证实，度洛西

汀对抑郁症的疗效优，不良反应少。本研究中两组药

物不良反应统计学差异，与胡洪进等［10］文献报道基

本相似，表明两种方案均有一定的副作用，但观察组

联合用药并未使药物不良反应增加，安全性良好。

总之，度洛西汀联合艾司西酞普兰治疗有助于

改善老年躯体形式障碍患者躯体化症状，缓解焦虑

程度，且安全性值得肯定。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在于

样本数量较少，且缺乏对 SCL-90、HAMD 等指标的

动态观察，其有效性与安全性还有待于扩大样本、

展开多中心前瞻性研究去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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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老年躯体形式障碍患者治疗前后SCL-90评分比较（x±s），n=30

组别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观察组 治疗前 3.11±0.42 2.13±0.34 2.02±0.32 3.36±0.52 3.30±0.54 1.58±0.38 2.32±0.41 2.15±0.32 1.30±0.35

治疗6周后 1.36±0.24ab 1.52±0.26 ab 1.26±0.26 ab 1.65±0.35 ab 1.70±0.34 ab 1.12±0.24 ab 1.15±0.34 ab 1.78±0.30 ab 1.26±0.32 ab

对照组 治疗前 3.10±0.45 2.12±0.32 2.00±0.40 3.34±0.50 3.28±0.55 1.57±0.36 2.31±0.42 2.14±0.41 1.29±0.33

治疗6周后 2.12±0.35 ab 1.58±0.30 ab 1.65±0.30 ab 2.12±0.40a 2.20±0.42a 1.36±0.26a 1.74±0.36a 1.80±0.32a 1.27±0.30a

注：与治疗前比较，t =3.834～19.815，aP<0.05，aP<0.01；与对照组比较，t =5.381～9.808，bP<0.05。

表2　两组老年躯体形式障碍患者治疗前后HAMD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6周后 t P

观察组 30 26.15±3.29 9.63±1.18 25.888 <0.01

对照组 30 25.94±3.21 13.45±1.37 19.601 <0.01

t 0.223 7.372

P >0.05 <0.01

表3　两组老年躯体形式障碍患者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30 15（50.00） 9（30.00） 4（13.33） 2（6.67） 28（93.33）

对照组 30 11（36.67） 6（20.00） 4（13.33） 9（30.00） 21（70.00）

χ2 　 　 　 　 　 5.455

P <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