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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克索联合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帕金森病伴轻度认知障碍和抑郁患者的效果

王　琪 、 孙新艳 、 赵理荣 、 李春兰 、 陈景春

【摘要】目的　探讨普拉克索联合艾司西酞普兰对帕金森病伴轻度认知障碍和抑郁患者的效果。

方法　对我院 2015 年 4 月 ~2017 年 4 月收治的 80 例帕金森病伴轻度认知障碍和抑郁患者分为普拉克

索单独治疗组（单独治疗组，n=40）和普拉克索联合艾司西酞普兰治疗组（联合治疗组，n=40）两组，

比较两组的疗效和不良反应。结果　联合治疗组患者的行为情感、日常活动、运动功能、药物治疗

评分均显著低于单独治疗组（P< 0.05），HAMD 评分、PDQ-39 评分均显著低于单独治疗组（P< 0.05），

治疗的总有效率 97.5％（39/40）显著高于单独治疗组 80.0％（32/40）（P< 0.05）。结论　普拉克索联合

艾司西酞普兰对帕金森病伴轻度认知障碍和抑郁患者的临床效果较普拉克索单独治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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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pramipexole combined with Ai Sciplan on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with mild cogni-
tive impairment and depression　　WANG Qi，SUN Xinyan，ZHAO Lirong，et al. 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Pingdingshan，Pingdingshan 467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ramipexole combined with Ai Sciplan on Parkinson's dis-

eas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ethods　80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with depres-

sion and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15 to April 2017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two group，

the patients in pramipexole group were treated by pramipexole only（n=40），while the combined treatment group by 

pramipexole combined with Ai Sciplan. The effects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emo-

tional behavior，daily activity，motor function，medication scores，the HAMD score and PDQ-39 score of patients in 

the combined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pramipexole group（P<0.05）；the total treatment 

efficiency in combined treatment group（97.5％）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80.0％）in pramipexole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pramipexole combined with Ai Sciplan is better than pramipexole treatment 

alone on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Key words】Pramipexole combined with Ai Sciplan；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mild cog-

nitive impairment；Clinica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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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是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疾病，常常伴发

抑郁和认知障碍。普拉克索属于一种多巴胺受体激

动剂，能够改善帕金森病患者的症状。艾司西酞普

兰属于一种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类药物，二者联

合应用有协同效应［1］。本研究比较了普拉克索联合

艾司西酞普兰治疗与普拉克索单独治疗帕金森病轻

度认知障碍伴发抑郁患者的临床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我院 2015 年 4 月 ~2017 年 4 月收治的 80 例

帕金森病伴轻度认知障碍和抑郁患者的临床资料进

行统计分析，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符合《中国帕金

森病治疗指南（第三版）》中帕金森病的诊断标准［2］，

均符合 ICD-10 中抑郁症的诊断标准［3］，均经帕金森

病评分量表

（UPDRS）评估有轻度认知障碍；排除标准：将

过敏于普拉克索及艾司西酞普兰、合并严重心脑血

管病、既往有精神病史、无法对本研究进行有效配

合等患者排除在外。依据治疗方法将这些患者分为

普拉克索单独治疗组（单独治疗组，n=40）和普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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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联合艾司西酞普兰治疗组（联合治疗组，n=40）两

组。联合治疗组患者中男性 21 例，女性 19 例，年

龄 43~78 岁，平均（63.9±5.9）岁；病程 6 个月 ~12
年，平均（5.2±0.6）年。单独治疗组患者中男性 20
例，女性 20 例，年龄 44~78 岁，平均（64.2±5.8）岁；

病程 7 个月 ~12 年，平均（5.6±0.8）年。两组患者

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

有可比性。

1.2　方法

给予单独治疗组患者普拉克索单独治疗，第

1 周让患者口服 0.125mg 盐酸普拉克索片（批准文

号：H20140917），每天 3 次，第 2~8 周让患者口服

0.250mg 盐酸普拉克索片，每天 3 次，8 周为 1 个疗

程；给予联合治疗组患者普拉克索联合艾司西酞普兰

治疗，普拉克索用法同上，同时让患者口服 10mg 草

酸艾司西酞普兰片（批准文号：H20140416），每天 1
次，8 周为 1 个疗程。

1.3　观察指标

治疗前后分别应用 UPDRS 对两组患者的病情

严重程度进行评定，内容包括 4 个维度，即行为情

感、日常生活、运动功能、药物治疗，分值分别为

16 分、52 分、56 分、23 分，随着评分的降低，患

者的病情逐渐改善。同时，应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对两组患者的抑郁程度进行评定，共包括

17 项，总分 0~68 分，随着评分的降低，患者的抑郁

程度逐渐减轻［4］。此外，应用 39 项帕金森病调查问

卷（PDQ-39）对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评定，内

容包括情感状态、运动、社会支持、交流等，共 39
项，总分 0~156 分，随着评分的降低，患者的生活

质量逐渐提升［5］。统计两组患者的恶心 / 食欲减退、

失眠 / 兴奋、头晕等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4　疗效评定标准

如果治疗后患者的 UPDRS 评分、HAMD 评

分、PDQ-39 评分均降低了至少 70％，则评定为临

床控制；如果治疗后患者的 UPDRS 评分、HAMD 评

分、PDQ-39 评分均降低了 40％~69％，则评定为好

转；如果治疗后患者的 UPDRS 评分、HAMD 评分、

PDQ-39 评分均降低了 40％以内，则评定为无效［6］。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软件 SPSS20.0 分析数据，用（x±s）表示两

组患者的 UPDRS 评分、HAMD 评分、PDQ-39 评分

等计量资料，用 t 检验组间比较；用率（％）表示两

组患者的临床疗效、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等计数资料，

用 χ2 检验组间比较，检验标准 a=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UPDRS 评分变化情

况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行为情感、日常活动、运动

功能、药物治疗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P<0.05）；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行为情感、日常活动、运动功能、

药物治疗评分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P>0.05），治疗

后联合治疗组患者的行为情感、日常活动、运动功

能、药物治疗评分均显著低于单独治疗组（P<0.05），

具体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UPDRS评分变化情况比较（分，x±s）
组别 n 时间 行为情感 日常活动 运动功能 药物治疗

联合治疗组 40 治疗前 7.6±1.5 17.5±2.8 18.6±3.6 8.2±1.2

治疗后 2.5±0.4#* 8.4±1.4#* 9.7±1.2#* 6.3±1.1#*

单独治疗组 40 治疗前 7.7±1.6 17.5±2.8 18.7±3.7 8.3±1.2

治疗后 4.3±0.5# 12.5±2.8# 13.2±2.5# 7.5±1.1#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单独治疗组比较，*P<0.05

2 . 2 　 两 组 患 者 治 疗 前 后 的 H A M D 评 分 、

PDQ-39 评分变化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 HAMD 评分、PDQ-39 评

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P<0.05）；治疗前两组患者

的 HAMD 评分、PDQ-39 评分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

（P>0.05），治疗后联合治疗组患者的 HAMD 评分、

PDQ-39 评分均显著低于单独治疗组（P<0.05），具

体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HAMD评分、PDQ-39评分变化情
况比较（分，x±s）

组别 n 时间 HAMD评分 PDQ-39评分

联合治疗组 40 治疗前 22.5±3.1 42.0±7.1

治疗后 9.6±1.5#* 20.1±3.2#*

单独治疗组 40 治疗前 22.1±3.2 42.2±7.1

治疗后 15.3±2.3# 28.3±4.9#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单独治疗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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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联合治疗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 97.5％（39/40）
显著高于单独治疗组 80.0％（32/40）（P<0.05），具体

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n 临床控制 好转 无效 总有效

联合治疗组 40 28（70.0） 11（27.5） 1（2.5） 39（97.5）*

单独治疗组 40 12（30.0） 20（50.0） 8（20.0） 32（80.0）

χ2 11.14

P <0.05

注：与单独治疗组比较，*P<0.05。

2.4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15.0 ％（6/40）、

12.5％（5/40）之间的差异不显著（P>0.05），具体见

表 4。
表4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例/％）

组别 n 恶心/食欲减退 失眠/兴奋 头晕 总发生

联合治疗组 40 3（7.5） 1（2.5） 2（5.0） 6（15.0）

单独治疗组 40 2（5.0） 1（2.5） 2（5.0） 5（12.5）

χ2 1.32

P >0.05

3　讨论

帕金森病属于一种神经系统变性疾病，主要病

理改变为残存神经元内路易小体形成、黑质多巴胺

能神经元进行性丢失，主要临床表现为运动性和非

运动性症状，其中运动性症状包括静止性震颤、肌

强直等，非运动症状包括睡眠障碍、认知障碍等，

对患者的生存质量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研究表

明［7］，帕金森病患者的抑郁发生率达 50％以上，严

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如何提高帕金森病伴轻度

认知障碍和抑郁患者的疗效是临床工作中经常需要

面对的问题。

多巴胺替代疗法是临床常常采用的抗抑郁方案

之一，普拉克索属于一种多巴胺受体激动剂，能够

将多巴胺 D2、D3 受体选择性地激活，除了控制帕

金森病的症状，还具有一定的抗抑郁效果。研究表

明［8］，持续多巴胺替代治疗有非运动性症状的帕金

森患者能够在 8 周内对患者的抑郁、睡眠等状态进

行有效改善。艾司西酞普兰是常用的抗抑郁药物，

属于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其机理是对 5- 羟色

胺的再摄取过程进行抑制，提高突触间隙 5- 羟色胺

神经递质的水平。本研究发现：联合治疗组患者的行

为情感、日常活动、运动功能、药物治疗评分均显

著低于单独治疗组（P<0.05），HAMD 评分、PDQ-39
评分均显著低于单独治疗组（P<0.05），治疗的总有

效率显著高于单独治疗组（P<0.05），而两组患者的

不良反应发生率之间的差异不显著（P>0.05），说明

普拉克索联合艾司西酞普兰对帕金森病轻度认知障

碍伴发抑郁患者的疗效较普拉克索单独治疗更好，

更有利于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且没有增加患者

的不良反应。

综上所述，普拉克索联合艾司西酞普兰对帕金

森病伴轻度认知障碍和抑郁患者的效果较好，安全

性较好。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观察时间也比较短，

而且抗抑郁药物剂量也相对固定，还需要更大样本，

更长观察时间，灵活药物剂量的研究来进一步验证

我们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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