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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帕罗西汀片对慢性心力衰竭伴抑郁障碍患者左心室功能及情绪 
障碍的影响

任　阳 、 姜文娟 、 谢圆媛 、 林　芳

【摘要】 目的　探讨抗抑郁药盐酸帕罗西汀片对慢性心衰伴抑郁患者左心室功能及情绪障碍的影

响。方法　以我院收治 86 例慢性心衰伴抑郁障碍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住院单双号分为对照组与

观察组，每组各 43 例，患者入院后均予以常规强心药、利尿剂、增强心肌收缩力药物治疗，并采

用常规心理护理，观察组在基础治疗上予以盐酸帕罗西汀片治疗，对照组予以安慰剂治疗，两组均

用药 3 个月，疗程结束后复查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EDD）、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LVESD）、左

心室射血分数（LVEF）、心输出量（CO），并评估其抑郁程度，使用超声心电图检测干预前后心功

能变化，并观察不良反应。结果　干预后，两组左心室功能指标 LVEDD、LVESD、LVEF 较治疗前

明显升高，HAMD、HAMA 评分明显下降，且干预后观察组 LVESD（3.3±0.1）mm、LVEF（54.5±

4.7）％，均明显高于对照组（3.2±0.1）mm、（42.6±4.3）％，观察组 HAMD、HAMA 评分依次是（15.2

±4.6）分、（10.2±4.3）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18.4±4.2）分、（13.5±4.7）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P< 0.05）；干预后两组心功能指标 SV、CO、E/A、CI 较干预前显著升高，且观察组心功能指标均

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对照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 18.60％，观察组 9.3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结论　盐酸帕罗西汀片可有效改善慢性心力衰竭伴抑郁障碍患者左心室功能，缓解抑

郁、焦虑情绪，且未增加明显不良反应，临床可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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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aroxet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on left ventricular function and emotional disorder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and depression　　REN Yang，JIANG Wenjuan，XIE Yuanyuan，et al. Geriatric De-
partment，Affiliated Hospital of Yan'an University，Yan’an 716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antidepressant Paroxet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on left ven-

tricular function and emotional disorder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CHF）and depression. Methods　86 

cases of patients with CHD and depression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

servation group，43 cases in each group. All patients were given the conventional cardiac drugs，diuretics，and drugs 

for enhancing myocardial contractility，and routine psychological nursing，and on the basis，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Paroxet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placebo. 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3 months. After treatment，the left ventricular end diastolic diameter（LVEDD），left ventricular end systolic 

diameter（LVESD），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and cardiac output（CO）were determined，and the 

degree of depression was evaluated. The changes of cardiac function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detected by ECG，

and adverse reactions were observed. 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LVEDD，LVESD and LVEF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hile HAMD and HAMA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he two groups，and the changes of above 

indexes were more obviou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intervention，SV，CO，

E/A and CI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P<0.05）. After intervention，the cardiac function indexes in the obser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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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力衰竭是各种器质性心脏病的一种最终

阶段，其死亡率高于其他心血管疾病，目前临床常

用单一的强心、利尿、扩管等药物治疗，从而延缓

心室重塑、心肌损伤，但很难从根本上治愈［1］。因

病程较长，迁延不愈、预后差，患者不仅遭受躯体

疾病影响，还因生活质量下降、社会活动限制存在

不同程度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2］，盐酸帕罗西汀

作为一种抗抑郁药，有助于患者焦虑、抑郁症状改

善，从而降低因情绪不稳产生的心衰［3］。现我院以

86 例慢性心衰伴抑郁障碍患者为研究对象，观察盐

酸帕罗西汀对患者左心室功能及情绪障碍影响，现

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4 年 7 月 ~2016 年 10 月我院心内科收治

的 86 例慢性心衰伴抑郁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如下：①所有患者临床症状及试验室指标均符合 2012
年欧洲性脏病学会（ESC）颁布的急慢性心力衰竭诊

断指标；② HAMD 及 HAMA 评分 8～35 分；③美国心

脏协会心功能分级（NYHA）标准分级为 II～IV 级。

排除如下患者：①合并严重肝肾功能及自身免疫性疾

病；②恶性肿瘤及其他精神系统疾病，影响研究结果

者；③出现心力衰竭 <1 年；④研究中需要使用其他对

结果产生影响的药品。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同

意，所有患者均签署相关知情同意书。根据住院单双

号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其中对照组男 25 例，女 18
例，平均年龄（56.7±6.5）岁，平均病程（6.5±1.3）

年，心功能分级：NYHAII 级 15 例，III 级 20 例，IV

级 8 例；基础疾病类型：冠心病 19 例，扩张性心肌病

13 例，高血压性心脏病 11 例。观察组男 26 例，女

17 例，平均年龄（58.3±6.7）岁，平均病程（6.7±

1.5）年，心功能分级：NYHAII 级 13 例，III 级 24 例，

IV 级 6 例；基础疾病类型：冠心病 22 例，扩张型心肌

病 10 例，高血压性心脏病 11 例。两组性别、年龄、

病程、心功能 NYHA 分级、基础疾病类型等一般资

料计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

患者入院后均予以常规抗心衰及抗抑郁治疗，

抗心衰药物包括强心药、血管紧张素受体 II 受体拮

抗药、利尿药、β 受体阻滞剂、抗血小板聚集等，

药物治疗同时还应予以心理护理，包括慢性心衰知

识健康教育，针对 HAMA、HAMD 评分较重者还应

进行个性化心理指导。观察组予以盐酸帕罗西汀片

（国药准字：H20040533；规格：20mg），推荐初始

剂量 20mg/d，服药 2~3 周后根据病人反应酌情每周

10mg 递增，最大剂量为 50mg，均连续服药 3 个月。

对照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征求患者家属同意后给

患者服用外观与盐酸帕罗西汀相似的安慰剂药片，

服用方法与观察组一致。

1.3　观察指标

心功能检查：仪器为 Sonos 5500 超声诊断仪，

记录两组干预前后左心室功能 LVEDD、LVESD、

LVEF，并记录心功能指标 SV、CO、E/A、CI 指标；

采用 HAMA、HAMD 等精神障碍评分量表评估干预

前后两组精神功能。

1.4　统计学分析

采 用 S P S S  13 .0 软 件 进 行 数 据 处 理 ， O n e -

sample-kolmogorove-sirmnov 检验分析计数资料是否

符合正态分布，符合正态布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

资料进行对数转换，再行 t 检验，如转换后仍不符合

正态分布，则使用非参数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干预前后两组左心室功能比较

治疗后两组 LVEDD、LVESD、LVEF 较治疗前

均显著升高，治疗后观察组 LVESD、LVEF 明显高

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干预前后两组情绪障碍评分比较

干预后两组 HAMA、HAMD 评分较干预前明显

下降，且干预后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　干预前后两组心电图比较

干预后两组 SV、CO、E/A、CI 较干预前显著升

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total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18.60％ while tha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30％（P>0.05）. Conclusion　Paroxet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ft ventricular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CHF and depression. It can relieve depres-

sion and anxiety，without increasing adverse reactions.

【Key words】Paroxetine；Chronic heart failure；Left ventricular function；Emotional dis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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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且干预后观察组各指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1　干预前后两组左心室功能比较（x±s）

组别 例数 LVEDD（mm） LVESD（mm） LVEF（％）

对照组 43

　　干预前 4.9±0.1 3.3±0.2 38.7±3.6

　　干预后 5.2±0.3① 3.2±0.1① 42.6±4.3①

观察组 43

　　干预前 4.8±0.2 3.4±0.3 38.5±3.8

　　干预后 5.1±0.2① 3.3±0.1①② 54.5±4.7①②

注：与干预前比较，①P<0.05；干预后与对照组比较，②

P<0.05。

表2　干预前后两组情绪障碍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HAMA HAMD

对照组 43

　　干预前 22.6±5.4 23.7±6.4

　　干预后 13.5±4.7① 18.4±4.2①

观察组 43

　　干预前 21.3±6.2 24.5±5.8

　　干预后 10.2±4.3①② 15.2±4.6①②

注：与干预前比较，①P<0.05；干预后与对照组比较，②

P<0.05。

表3　干预前后两组心电图比较（x±s）

组别 例数 SV（mL） CO（L/min） E/A CI

对照组 43

　　干预前 54.3±9.6 4.41±0.53 0.94±0.32 2.16±0.62

　　干预后 60.9±7.3① 4.73±0.42① 1.26±0.35① 3.01±0.46①

观察组 43

　　干预前 55.6±9.7 4.43±0.58 0.95±0.38 2.15±0.66

　　干预后 67.6±7.5①② 4.91±0.48①② 0.96±0.39①② 3.47±0.35①②

注：与干预前比较，①P<0.05；干预后与对照组比较，②

P<0.05。

2.4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对照组 43 例患者中 8 例出现不同程度的不良反

应，其中恶心 3 例，倦怠 4 例，头晕 2 例，皮肤瘙痒

1 例，总发生率 18.60％；观察组 2 例倦怠、2 例恶心，

总发生率 9.30％，经减药、对症治疗后均有所好转，

无中途退出研究者，两组不良反应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χ2=1.55，P=0.21）。

3　讨论

慢性心衰伴抑郁障碍在临床并不少见，笔者经

临床观察，总结出慢性心衰伴抑郁发生率的原因：①

心衰病程较长，患者需长期处于防范状态可产生一

定压力；②心衰迁延不愈，且用药品种多、服药时间

长、治疗费用高等，加重患者心理反应，且反复出

院再入院，不仅加重家庭经济负担，导致患者社会

支持水平及心理承受能力再次下降，加重负面情绪；

③心衰患者不可进行体力活动，限制患者活动时间、

范围及活动形式，还可降低生活质量、性功能；④

年龄也是诱发抑郁、焦虑因素之一，有相关研究表

明［5］，随着年龄的增长，患者发生抑郁、焦虑的概

率也会增长；⑤抗心衰药物，如钙离子通道阻滞剂、

ACEI 类药长期服药一种或多种可诱发抑郁障碍［6］。

故临床在治疗基础疾病时还需对高抑郁障碍风险患

者进行对症治疗。帕罗西汀是一种新型的 5- 羟色胺

再摄取阻滞剂类（SSRI）抗抑郁药，相比传统三环

类、三胺氧化酶抑制剂等抗抑郁药，可显著降低不

良反应，通过高选择性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可

显著增强中枢 5- 羟色胺神经功能［7］，且口服后容易

吸收，不受抗酸性药物和食物的影响，可有效改善

各种强迫症、广泛性焦虑症、惊恐障碍等，故研究

将其作为抗抑郁治疗药，观察联合心内科其他药物

联合使用对慢性心衰伴抑郁患者的左心室功能及情

绪障碍的影响［8］。

两组经用药 3 个月后，显示两组左心室 LVEDD、

LVESD、LVEF 及心电图各指标较治疗前明显升高，

HAMA、HAMD 明显下降，但观察组各指标变化幅

度均明显优于对照组，未明显增加不良反应，表明

盐酸帕罗西汀可在抗抑郁同时还可在一定程度上改

善左心室射血功能，综合上述检查结果，可看出心

理活动与疾病治疗的具有一定联系，盐酸帕罗西汀

可能是降低交感神经系统兴奋性达到改善躯体症状，

促使患者正确面对疾病，向患者传达积极的心理支

持信息，从而改善预后。

综上所述，盐酸帕罗西汀可有效改善慢性心衰

伴抑郁患者焦虑、抑郁症状，并加强抗心衰治疗疗

效，增强左心室功能，改善患者预后，具有一定的

临床价值，临床在治疗慢性心衰伴抑郁障碍患者需

进行一定的抗心衰联合抗抑郁，心理疏导等综合治

疗，有助于临床疗效提升。

参考文献

1. 刘红梅，刘晓梅，王小娟，等。延续性护理对慢性心力衰

竭患者生活质量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影响。广西医科大学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8 年第 45 卷第 4 期 - 725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学报，2016；33（4）：749-751
2. 杨凯，刘宇。艾司西酞普兰治疗慢性心力衰竭合并抑郁

伴或不伴焦虑的临床观察。中国药房，2015；26（12）：

1632-1634
3. 宋薇，温建炫，冯惠燕，等。盐酸帕罗西汀片联合中药治

疗糖尿病合并抑郁症的效果。广东医学，2016；37（19）：

2967-2969
4. 高波。左西孟旦在慢性心衰急性发作中的临床疗效观察。

医学临床研究，2016；33（9）：1744-1746
5. 赵小淋，李彦章，吴霜，等。社区老年人心理弹性特点

及其与抑郁的关系。成都医学院学报，2015；10（6）：

744-747
6. 谢伟。黛力新对慢性心衰并发抑郁症患者心脏功能及血浆

NT-proB-NP 水平的影响。医学临床研究，2016；33（6）：

1111-1113
7. 许峰，王建民，焦宗久，等。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联合盐

酸帕罗西汀治疗脑卒中后抑郁效果观察。国际精神病学

杂志，2016；43（5）：867-869
8. Unipolar Depression and Bipolar Depression Manifest Differ-

ent Brain Abnormalities：A Voxel-based Morphometry Study. 

Journal of Psychiatry and Brain Science，2016；1（2）：4
（收稿日期：2017 年 5 月 26 日）

者预后具有重要价值，吕文律等［10］则指出低蛋白血

症是透析患者主要死亡原因。透析治疗充分性、透

析膜生物相容性是影响患者营养状况的重要因素。

而患者营养状态的恶化必然加重躯体症状，使患者

生活质量降低，增加患者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因

而改善患者营养状态是保障透析治疗效果、减少焦

虑抑郁情绪的重要途径。此外，本研究还显示，透

析治疗方案也是影响患者焦虑情绪的独立因子，透

析治疗属持续性低流量的内透析，具有弥散和超滤

作用，因而溶质和水分清除率高［11］，且避免了血液

透析对凝血系统的破坏。既往也有显示，腹膜透析

效果优于血液透析［12］，这可能是前者有助于改善老

年患者焦虑情绪的主要原因。

综上，老年尿毒症透析患者焦虑情绪受文化程

度、社会支持和营养状况及透析治疗方案影响，推

荐采用腹膜透析方案，并针对患者不同性格特点进

行心理干预，注重改善患者营养状况，其临床效果

有待今后开展前瞻性对比研究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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