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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西汀对老年焦虑症患者情绪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于文平 1，2 、 杨冬林 1 、 郝英霞 1 、 田建全 3

【摘要】目的　研究氟西汀对老年焦虑症患者负面情绪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 4 月 ~2017 年 4 月间收治的老年焦虑症患者 118 例，采取随机数字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各 59 例。观察组患者给予氟西汀治疗，对照组患者给予丁螺环酮片治疗。比较比较两组患者

治疗前后的疗效、焦虑和生活质量评分以及不良反应。结果　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率（91.53％）

明显高于对照组（71.18％）（χ2=8.35，P= 0.00）；治疗 8 周后，观察组 HAMA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P< 0.01），病情、体力状况、一般生活、社会心理状况、工作状况生活质量指标评分均明显高于对

照组（P< 0.01）。两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无明显差异（P> 0.05）。结论　氟西汀能够明显减轻老

年焦虑症患者焦虑症状，提高生活质量，且治疗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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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of fluoxetine on negative emotion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anxiety 
　　YU Wenping，YANG Donglin，HAO Yingxia，et al. Jining psychiatric hospital，Jining 272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icacy of fluoxetine on negative emotion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elderly pa-

tients with anxiety. Methods　A total of 118 elderly patients with anxiety in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16 to April 2017 

were enroll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n=59）and control group（n=59）. Patients in the obser-

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fluoxetine，while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buspirone.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the anxiety scores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86.4％）than that（64.4％）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8 weeks of treatment，the HAMA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1）. The scores of health status，physical condition，general life，social psy-

chological status and working statu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Fluoxetine 

can obviously alleviate the symptoms of anxiety，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treatment is s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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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焦虑症的发病率达到 3.75％，老年人群更

容易出现焦虑，我国高达 8.0％老年人存在有不同程

度的焦虑［1］。丁螺环酮片是焦虑症常见用药，但停

药之后易出现反跳现象，极大限制其临床应用［2］。

氟西汀属于选择性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

对焦虑症有很好疗效。目前氟西汀治疗老年焦虑症

相关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比较了氟西汀和丁螺环

酮对老年焦虑患者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6 年 4 月 ~2017 年 4 月间收治

的老年焦虑症患者 118 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3］：①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3 版

（CCMD-3）焦虑症诊断标准；②年龄均在 60~80 岁；

③均无合并心脑血管、肝肾肺等实质性脏器组织疾

病；④患者及家属均同意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

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对本研究所选药物过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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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近 4 周内接受精神类药物治疗或既往存在药物滥

用史；③合并血液、免疫、内分泌或神经系统严重

疾病；④合并有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其他精神疾

病。采取随机数字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59 例。对照组患者男性 30 例、女性 29 例，年龄在

62~79 岁间，平均年龄为（67.39±4.58）岁，病程在

7 个月 ~5 年间，平均病程为（4.46±1.53）年。观察

组患者男性 32 例、女性 27 例，年龄在 61~80 岁间，

平均年龄为（70.15±3.89）岁，病程在 8 个月 ~6 年

间，平均病程为（4.63±1.59）年。两组患者在性别、

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故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口服丁螺环酮治疗，初始计量：5mg 

bid、餐后顿服，连续治疗 3 天；治疗第 3 天后，调

整剂量：10mg tid，早晚餐后顿服，连续治疗 1 周后

根据病情进行加减剂量。观察组患者口服氟西汀治

疗，初始剂量为 10mg qd，于清晨口服，随后根据患

者病情增加剂量，最高剂量控制在 40mg qd。两组患

者均连续治疗 8 周，期间密切观察患者血常规、尿

常规及肝肾功能变化，如出现严重不良反应应及时

通知上级医师，并酌情降低剂量或停药。

1.3　观察指标

①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②比较两组患

者治疗前后的焦虑评分和生活质量评分；③比较两组

患者的恶心、嗜睡、口干、腹泻、便秘、头痛、震颤、

肝功能异常等不良反应发生率。

1.4　评价标准

1.4.1　疗效评价［4］　根据 HAMA 治疗后减分率

进行疗效评价，减分率 =（治疗前评分 - 治疗后评分）

/ 治疗治疗前评分 ×100.0％，分为①治愈：HAMA

减分率≥ 75.0％；②显效：HAMA 减分率在 50.0％

~75.0％间；③有效：HAMA 减分率在 25.0％~50.0％

间；④无效：HAMA 减分率不足 25.0％或增加。总有

效率＝（痊愈率＋显效率＋有效率）×100.0％。

1.4.2　生活质量评价［5］　采用“中国心血管患

者生活质量评定问卷”进行生活质量评价。包括病

情、体力状况、一般生活、社会心理状况、工作状

况等 5 个项目，每个项目分值均为 20 分，分数越高

表示生活质量越好。

1.5　统计学方法

所有统计学资料都采用 SPSS21.0 专业统计学软

件进行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组内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

对 t 检验。而所有的计数资料以率（n％）表示，用

χ2 检验，P<0.05 评价为差异具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91.53％，对照组

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71.18％，观察组的治疗总有

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χ2=8.35，P=0.00），详情见

表 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HAMA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 HAMA 量表评分比较均无

明显差异（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的 HAMA 评

分均明显低于治疗前（P<0.01）；治疗后 2、4、8
周，观察组患者的 HAMA 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1），详情见表 2。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n=59） 34（57.63） 16（27.11） 4（6.78） 5（8.48） 91.53

对照组（n=59） 23（38.98） 11（18.64） 8（13.56） 17（28.82） 71.18

χ２ - 8.35

P - 0.00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HAMA评分比较（x±s）

组别 治疗前 治疗2周后 治疗4周后 治疗8周后 F P

观察组（n=59） 29.46±7.91 16.92±4.37① 14.97±5.16① 9.67±5.13① 14.46 0.00

对照组（n=59） 29.18±8.04 20.69±4.14② 17.36±6.02② 13.26±5.93② 8.71 0.00

t 0.19 4.81 2.32 3.52

P 0.86 0.00 0.02 0.00

注：①与治疗前比较，P<0.05；②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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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出现的恶心、嗜睡、口干、

腹泻、便秘、头痛、震颤、肝功能异常等不良反应，

无任何处理自行缓解，其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无明

显差异（P>0.05）。

3　讨论 
老年焦虑症是老年人最常见的心理疾病之一，

常常与先天遗传因素、生物学因素、自身性格特征

及精神刺激有关［6］，严重影响了老年人精神和躯体

健康。焦虑伴有交感 - 肾上腺轴兴奋，引起儿茶酚

胺大量释放以及血小板活性增强，容易诱发各种心

脑血管疾病，使病情加重并发生转化，增高了死亡

率 ［7］。因此，如何有效降低患者焦虑程度，促进患

者身心健康，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有着重要意义。

目前认为，中枢性 5- 羟色胺具有控制焦虑的作

用，5- 羟色胺与去甲肾上腺素神经递质的失调，是

焦虑主要发生机制［8］。丁螺环酮是 5-HT1A 受体部

分激动剂和 D2 受体拮抗剂。一些研究报道了丁螺环

酮的双相焦虑调节作用，但这种作用的确切机制尚

不清楚。丁螺环酮治疗焦虑症的机制可能主要是通

过激活中枢 5-HT1A 受体，负反馈地降低 5-HT 能神

经活性引起的［9］。丁螺环酮可以用于各种原因引起

的焦虑，但起效慢、副作用较大。氟西汀为选择性

血清素（5- 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主要通过抑制

神经突触细胞对神经递质血清素的再吸收，从而增

加细胞外可以和突触后受体结合的血清素水平，进

而发挥抗焦虑作用［10］。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

对照组，而不良反应与观察组没有区别，说明氟西

汀治疗老年焦虑效果更好，安全性可。这可能与氟

西汀抑制突触前膜对 5- 羟色胺再摄取及去甲肾上腺

素的作用有关，且氟西汀对其他神经受体影响较小，

副反应较轻，容易被病人接受。本研究还发现：治疗

后两组患者 HAMA 评分较治疗前均明显降低；治疗

后第 2、4、8 周，观察组 HAMA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

组；同时生活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表明氟西汀

在有效改善患者的焦虑程度的同时还提高了患者生

活质量。

综上所述，氟西汀能够有效缓解老年焦虑症患

者焦虑状态，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且治疗安全性

高，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观察时间也比较短，所

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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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生活质量指标评分比较

对比两组患者的的病情、体力状况、一般生活、

社会心理状况、工作状况等生活质量指标结果显示，

护理前组间比较均未见统计学差异（P>0.05），护

理后组间比较观察组的各项指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1），详情见表 4。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生活质量指标评分比较（x±s）

项目 对照组（n=59） 观察组（n=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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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状况 5.06±1.99 11.39±2.95① 5.67±2.35 15.52±3.84①②

工作状况 6.93±3.66 12.31±4.07① 7.45±2.78 15.19±3.69①②

注：①与治疗前比较，P<0.05；②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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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评估手段，研究比较精神分裂症服刑人员教养

方式与人格方面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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