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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司西酞普兰联合坦度螺酮治疗老年女性冠心病继发焦虑抑郁障碍疗效观察

银　贺 、 魏　鑫 、 郭　聪 、 赵宾宾 、 胡　琛

【摘要】目的　探讨艾司西酞普兰联合坦度螺酮治疗老年女性冠心病继发焦虑抑郁障碍疗效及

安全性。方法　研究对象选取老年女性冠心病继发焦虑抑郁障碍患者共 100 例，以随机抽签法分

为对照组（�0 例）和观察组（�0 例），分别给予坦度螺酮单用和于艾司西酞普兰联用治疗；比较两组

患者临床疗效和安全性。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汉密尔顿焦虑

量表（HAMA）评分、白细胞介素 -1�（IL-1�）及髓过氧化物酶（MPO）水平组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P> 0.0�）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治疗后 HAMD 评分、HAMA 评分、IL-1� 及 MPO 水平均显著

优于对照组（P< 0.0�）；观察组患者再发心绞痛、严重心率失常及再发心肌梗死发生率均显著低于对

照组（P< 0.0�）；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 0.0�）。结论　艾司西酞普兰辅助

坦度螺酮治疗老年女性冠心病继发焦虑抑郁障碍可有效缓解负面情绪状态症状，调节 IL-1� 和 MPO

水平，预防心血管事件发生，且未增加药物不良反应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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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ects investigation of escitalopram assisted with tandospirone in the treatment of elderly female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secondary to anxiety and depression　　YIN He，WEI Xin，GUO Cong，et 
al. Psychiatric Department of Zhumadian Psychiatric Hospital，Zhumadian 46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s and safety of escitalopram assisted with tandospirone in 

the treatment of elderly female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econdary tocoronary heart disease Methods　100 

elderly female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secondary to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ere chosen and randomly di-

vided into both group including control group（50 patients）with tandospirone used alone and observation group（50 pa-

tients）with escitalopram assisted with tandospirone；and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both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HAMD score，HAMA score，the levels of IL-18 and MPO between 

2 groups（P>0.05）. The clinical total efficacy，the HAMD score，HAMA score，the levels of IL-18 and MPO of ob-

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control group（P<0.05）. The incidence of cardiovascular 

events of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 and before treatment（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adverse reaction incidence between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Escitalopram as-

sisted with tandospirone in the treatment of elderly female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secondary to anxiety and 

depression can efficiently relieve the negative mood symptoms，regulate the levels of IL-18 and MPO levels，prevent 

the cardiovascular events occurrence and not increase the risk of adverse drug re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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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对于老年女性冠心病继发焦虑抑郁障

碍治疗报道相对较少，亦无统一治疗方案；以往单

纯坦度螺酮口服治疗该病在症状缓解方面效果欠佳，

无法满足临床需要［1］。而艾司西酞普兰近年来被逐

渐用于焦虑抑郁障碍临床治疗，并取得令人满意效

果［2］，但联合用于老年女性冠心病继发焦虑抑郁障

碍治疗能否增加患者临床受益并无明确定论。本文

旨在探讨二联药物方案对老年女性冠心病继发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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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障碍患者负面情绪状态、实验室指标及心血管

事件风险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研究对象选取我院 2014 年 1 月 ~2016 年 1 月收

治老年女性冠心病继发焦虑抑郁障碍患者共 100 例，

以随机抽签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50 例；

对照组患者平均年龄为（69.37±4.90）岁，平均冠

心病病程为（8.65±1.30）年，根据合并基础疾病划

分，原发性高血压 27 例，2 型糖尿病 13 例，高血脂

19 例，根据既往治疗史划分，PCI 术 9 例，冠状动

脉搭桥术 3 例，根据病变血管数量划分，单支 21 例，

双支 19 例，三支 10 例；根据医保类型划分，城镇医

保 37 例，新农村合作医保 13 例，根据工作性质划

分，企业职工 30 例，个体工商业主 12 例，农民 8 例，

根据婚姻及配偶状态划分，未婚 3 例，已婚丧偶 23
例，已婚配偶健在 24 例，根据个性社会关系特点划

分，A 型 5 例，B 型 10 例，C 型 14 例，D 型 11 例，

E 型 10 例；观察组患者平均年龄为（69.52±4.95）

岁，平均冠心病病程为（8.58±1.27）年，根据合并

基础疾病划分，原发性高血压 29 例，2 型糖尿病 15
例，高血脂 20 例，根据既往治疗史划分，PCI 术 11
例，冠状动脉搭桥术 4 例，根据病变血管数量划分，

单支 23 例，双支 16 例，三支 11 例；根据医保类型

划分，城镇医保 39 例，新农村合作医保 11 例，根

据工作性质划分，企业职工 33 例，个体工商业主 10
例，农民 7 例，根据婚姻及配偶状态划分，未婚 4 例，

已婚丧偶 26 例，已婚配偶健在 20 例，根据个性社

会关系特点划分，A 型 8 例，B 型 12 例，C 型 12 例，

D 型 10 例，E 型 8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无显著性（P>0.05）。

1.1.1　纳入标准　①符合《中国心血管病预防

指南》冠心病诊断标准［4］；②符合《中国精神障碍

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焦虑抑郁障碍诊断标

准［4］；③ HAMD 评分≥ 17 分，HAMA 评分＞ 14 分；

④年龄≥ 65 岁；⑤首次发病；⑥方案经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且患者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

1.1.2　排除标准　①严重认知功能障碍；②精

神系统疾病家族史；③既往癫痫病和心肌病史；④脑

部器质性疾病；⑤恶性肿瘤；⑥血液系统疾病；⑦研

究药物过敏；⑧酗酒及药物滥用史。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服用抗血小板聚集和调脂类药物均用

法用量均相同；对照组患者给予坦度螺酮单用治疗，

首剂量为 10mg/ 次，2 次 /d，根据病情变化酌情加量，

可在 3 周内加至 30~60mg/d；观察组患者则在对照组

基础上加用艾司西酞普兰治疗，首剂量为 5mg/ 次，

1 次 /d，根据病情变化酌情加量，可在 3 周内加至

5~10mg/d；两组患者治疗时间均为 24 周。

1.�　观察指标

①负面情绪水平评价采用 HAMD 和 HAMA 评分

量表［4］，分值越高提示负面情绪越严重；②实验室指

标包括 IL-18 和 MPO，检测仪器采用瑞士 Roche 公

司生产 Cobas C312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4］，分值越

高提示生活质量越佳；③随访 12 个月，记录患者再

发心绞痛、严重心率失常及再发心肌梗死发生例数，

计算百分比；④不良反应评价采用 TESS 量表［5］，包

括便秘、头晕及口干。

1.4　疗效判定标准［�］

① 显 效 ， H A M D 和 H A M A 评 分 减 分 率 均 ＞

50％；②有效，HAMD 和 HAMA 评分减分率均达

25％～50％；④无效，未达上述标准。

1.�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0 .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统计学方

法采用 t 检验、χ2 检验或秩和检验；检验水准为

α=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观 察 组 患 者 治 疗 总 有 效 率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组

（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总有效率（％）

对照组 50 15 22 13 74.00

观察组 50 28 19 3 94.00※

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HAMD 和 HAMA 评分

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HAMD 和 HAMA 评分均显著

低于对照组、治疗前（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HAMD和HAMA评分比较（分）

组别 例数
HAMD HAMA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50 23.75±2.45 15.05±1.83△ 22.84±3.44 16.24±1.58△

观察组 50 23.50±2.41 7.12±1.07※△ 22.91±3.39 8.01±1.23※△

与对照组比较，※P<0.05；与治疗前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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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两组患者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均显著低于对照

组（P<0.05），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比较

组别 例数 再发心绞痛 严重心律失常 再发心肌梗死

对照组 50 9（18.00） 10（20.00） 4（8.00）

观察组 50 3（6.00）※ 3（6.00）※ 0（0.00）※

与对照组相比，※P<0.05。

2.�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P>0.05），见表 5。
表5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组别 例数 便秘 头晕 口干 不良反应发生率（％）

对照组 50 1 0 1 4.00

观察组 50 1 1 2 8.00

3　讨论

冠心病属于心身性疾病，而存在多种情绪障碍

在疾病进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其中焦虑和抑郁情绪

伴发几率最高；国外学者报道认为，焦虑抑郁障碍共

同发生与单纯焦虑或抑郁病情存在明显差异，其功

能失调性认知问题更为严重；同时老年人群出现焦虑

抑郁障碍风险更高，且常规抗抑郁治疗疗效欠佳［6］。

同时焦虑抑郁障碍是冠心病患者远期预后独立危险

因素之一；该类患者神经元突触间隙中 5-HT 持续消

耗可导致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强，冠状动脉收缩频率

和血小板活性不断上升，最终诱发不良心血管事件

出现［7］。

坦度螺酮是抑郁焦虑障碍常用治疗药物之一，

作为选择性 5-HT 摄取抑制剂，其主要通过降低中

枢神经突触前膜 5-HT 再摄取能力，增加局部 5-HT

水平而发挥抗抑郁作用；同时坦度螺酮还能够对在大

脑边缘系统广泛分布的 5-HT1A 受体功能以达到抗焦

虑效应，在心身疾病继发抑郁焦虑障碍治疗中效果

良好［8］；但其单药治疗冠心病合并焦虑抑郁障碍症状

控制总有效率仅为 60％～80％，停药后极易复发。

如何有效提高老年女性冠心病继发焦虑抑郁障碍患

者病情控制效果，改善日常生活质量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关注。而艾司西酞普兰是一类新型 SSRIs 抗抑

郁药物，其药物作用机制主要为增加突触间隙 5-HT

浓度，同时与胆碱能和组胺能受体结合量极少，故

相关不良反应风险明显降低；同时其还能够抑制肾上

腺素活性，调节心率变异性，拮抗血小板聚集和局

部炎症反应，这对于延缓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进

程和避免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具有重要意义［9］。

本次研究结果中，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

治疗后 HAMD 和 HAMA 评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

（P<0.05），证实加用艾司西酞普兰治疗老年女性冠

心病继发焦虑抑郁障碍有助于缓解相关症状体征，

改善临床疗效。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IL-18 和 MPO 水

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治疗前（P<0.05），提示艾司

西酞普兰辅助用于老年女性冠心病继发焦虑抑郁障

碍患者治疗可显著下调 IL-18 和 MPO 水平，笔者认

为这可能是该方案具有更佳临床疗效关键机制所在；

已有研究显示［9］，IL-18 能够加快动脉粥样硬化病情

进展，降低硬化斑块稳定性，是冠心病患者远期预

后评价敏感指标之一；而血红素蛋白酶 MPO 水平异

常已被证实是慢性心血管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重要

始动因素，且继发焦虑抑郁人群血清中 MPO 含量显

著高于正常人群。

本次研究结果中，观察组患者心血管事件发生

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且两组患者不良反

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表明二联药

物方案治疗老年女性冠心病继发焦虑抑郁障碍在降

低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方面优势明显，且安全性值

得认可。

综上所述，艾司西酞普兰辅助坦度螺酮治疗老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IL-1� 和 MPO 水平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IL-18 和 MPO 水平均显著低

于对照组、治疗前（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IL-18和MPO水平比较

组别 例数
IL-18（pg/ml） MPO（U/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50 476.33±150.44 434.13±126.15△ 520.22±134.55 485.58±113.70△

观察组 50 374.15±149.39 368.95±95.36※△ 523.74±136.26 370.20±82.03※△

与对照组相比，※P<0.05；与治疗前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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