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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帕金森症合并焦虑和抑郁患者的疗效及对其认知功能的
影响

郭金涛 、 郭雅聪 、 牛好敏 、 闫　斌 、 胡耀凯 、 牛智领 

【摘要】目的　探讨在帕金森合并焦虑和抑郁患者中采用艾司西酞普兰治疗的临床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 3 月 ~2017 年 3 月 113 例帕金森病合并精神焦虑抑郁患者，对照组采用阿米

替林治疗，治疗组采用艾司西酞普兰治疗，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临床疗效，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

后的抑郁指标 HAMD 和 SAS，SDS 评分，焦虑指标和认知功能指标 MoCA 和 MMSE 评分。结果　两

组患者在经过治疗后发现，对照组和治疗组的有效率分布为 83.9％和 98.2％，治疗组的有效率显著

高于对照组。两组患者在治疗前的抑郁评分 SAS 和 SDS 无显著性差异，治疗后治疗组评分明显高于

对照组。治疗组的焦虑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对照组和治疗组在治疗前的认知评分 MoCA 和 MMSE

评分相似，治疗后后者的评分高于前者。结论　在帕金森合并焦虑和抑郁患者中采用艾司西酞普兰

治疗可以提高治疗效果，改善抑郁和焦虑症状，提高认知能力，有较高的临床治疗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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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of escitalopram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with anxiety and depres-
sion and its cognitive function　　GUO Jintao，GUO Yacong，NIU Haomin，et al.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Puyang people's Hospital，Puyang 457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escitalopram in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ethods　113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complicated by men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ere selected 

from March 2016 to March 2017.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amilizide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treated with es-

citalopram.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HAMD and SAS，SDS scores，anxiety and cognitive function MoCA and MMSE scor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two groups found that the 

effective rate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83.9％ and the effective rat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98.2％. The effective rat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with statistical differenc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pre-treatment depression scores SAS and SDS. After treatment，the scores of both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and the score of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With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nxiety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P>0.05）. After treatment，the scores of both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and the 

scor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

cally significan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cognitive score before treatment，MoCA and MMSE 

scores，but after treatment，the scores of both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and the scor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s　The use of escitalopram in Parkinson's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can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improve the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mprove the cognitive ability and have higher clin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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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生帕金森病的可能性越来

越高。当发生帕金森疾病后，患者会发生抑郁，焦

虑和认知障碍的情况，从而会给患者的生活和工作

带来不便［3-5］。为了改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从而

探讨该治疗方法的治疗效果，为以后的临床治疗提

供科学依据。本研究选取我院 2016 年 3 月 ~2017 年

3 月 113 例帕金森病合并精神焦虑抑郁患者，采用艾

司西酞普兰治疗，现报道如下［6-7］。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选取对象

选取我院 2016 年 3 月 ~2017 年 3 月 113 例帕金

森病合并精神焦虑抑郁患者，患者被随机分为两组，

其中对照组共 56 例，男 27 例，女 29 例，年龄（63.45
±4.67）岁，平均病程（4.98±0.43）年。观察组共

57 例，男 27 例，女 30 例，年龄（65.43±4.07）岁，

平均病程（4.96±0.65）年。两组患者在进行治疗前

均知悉临床治疗方案，且签署知情同意书。

入选标准：患者均经过临床诊断为帕金森合并

焦虑抑郁患者，经过头颅 CT 或磁共振成像 MRI 证

实为帕金森疾病，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大于 20 分，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评分大于 14 分；患者未患有其他

精神类疾病，依从性好。

排除标准：患者的心肝肾等重要器官受到损伤，

患者入组前接受过相关治疗；患者对该类药物过敏。

1.2　治疗方法

对 照 组 采 用 阿 米 替 林 治 疗 （ 国 药 准 字 ：

H20084322），规格 25mg/ 片，用药次数 2~3 次 / 天，

服药期间可根据患者的病情增减药量，最高剂量不

超过 200mg。

治 疗 组 采 用 艾 司 西 酞 普 兰 （ 国 药 准 字 ：

H20102312），规格 10mgx7s，用药次数 1 次 / 天，1
片 / 次。两组患者的治疗疗程均为 2 个月。

1.3　疗效评估与观察指标

疗效评估：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分别对

17 项指标进行评分若患者在经过治疗后评分的降低

程度高于 75％则为痊愈；若患者的评分降低程度大

于 50％则为显效，若患者评分大于 25％则为有效，

若患者评分小于 25％则为无效。有效率 =（痊愈 +

显效 + 有效）/ 总人数 x100。

MoCA 量表：量表分别对 7 个项目进行评分，分

别是空间和执行能力，命名，注意力，语言能力和

定向力，另外还包括延迟会议和抽象能力，总分数

为 30 分。MMSE 量表时主要从定向力，记忆力和计

算能力，语言能力等进行评分，其中共 30 分，若患

者分数在 27 分 ~30 分之间表示患者正常，若分数小

于 27 则表示患者患有认知障碍，且分数越小情况越

严重。

SAS 评分：对量表中的 20 个指标进行评分，其

中若标记为 1 分则表示患者没有时间，若为 2 分则

表示有些许时间，若标记为 3 则表示时间充裕，若

标记为 4 分则表示全部时间，若患者的得分大于 50
分则表示处于焦虑状态。

SDS 评分：该量表对 20 个项目进行评分，分值

越高则表示患者的抑郁和焦虑情况越严重。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对 14 个项目进行评分，其

中若无症状产生标记为 0 分，若症状较轻为 1 分，

若症状处于中等状态标记为 2 分，若病情严重标记

为 3 分，若病情非常严重则为 4 分。

1.4　数据统计

用软件 SPSS 17.0 做数据统计，用（x±s）表示

计量资料，组间比较用 t 检验。用 n 表示计数资料，

组间比较用卡方检验，P<0.05，即具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对比

对照组的有效率为 83.9％，治疗组的有效率为

98.2％，在数值上后者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比较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对照组 56 21 16 10 9 47（83.9）

治疗组 57 35 12 9 1 56（98.2）

χ2 5.51

P <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SAS 和 SDS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的抑郁评分 SAS 和 SDS 无显

著性差异，治疗后两组患者评分均降低，且治疗组

的低于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SAS和SDS评分比较（x±s）

组别 时间 SAS评分 SDS评分

对照组 治疗前 59.59±4.98 61.21±5.78

治疗后 53.21±0.43① 52.59±3.56①

治疗组 治疗前 59.69±4.98 60.59±4.98

治疗后 46.03±4.01①② 45.17±3.98①②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焦虑评分比较

治疗前的焦虑评分相似，治疗后治疗组的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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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的焦虑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评分

对照组 治疗前 18.2±2.3

治疗后 11.2±2.0①

治疗组 治疗前 18.5±1.2

治疗后 5.6±0.4①②

2.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认知能力评分比较

治疗组和对照组在治疗前的认知评分 MoCA 和

MMSE 评分相似，治疗后前者的的评分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认知能力评分比较（x±s）

组别 时间 MoCA评分 MMSE评分

对照组 治疗前 20.32±2.09 21.54±2.01

治疗后 23.25±1.98① 23.43±1.78①

治疗组 治疗前 20.19±1.99 21.69±1.98

治疗后 27.05±2.09①② 27.13±2.21①②

3　讨论

在老年人中经常会出现的认知障碍疾病为帕金

森病，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患有帕金森病的可能性

也越高，该疾病会导致患者发生认知障碍和抑郁焦

虑症状［8-10］。帕金森疾病会发生抑郁焦虑情绪的相

关作用机制还未研究透彻，一方面认为帕金森会引

发脑部神经受损，从而会导致脑内 5- 羟色胺含量增

多，导致抑郁症状，另外也认为患者会出现行动不

便等运动障碍，从而会导致患者情绪波动，进而引

发情感障碍，即出现抑郁和焦虑［11］。

在对帕金森疾病进行抑郁、焦虑和认知能力评

判会采用多种量表。如 SAS 和 SDS 量表、MMSE 和

CoMA 量表。为改善帕金森患者中抑郁焦虑症状多采

用药物治疗，如今临床上较为广泛的为艾司西酞普兰，

但是关于该药物和抑郁焦虑的治疗效果研究并不多，

本研究故探讨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后的临床临床疗效。

在本研究中发现治疗组的有效率为 98.2％，显

著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者在治疗前的抑郁

评分 SAS 和 SDS 无显著性差异，在经过治疗后发现

治疗组的评分低于对照组。治疗组和对照组在治疗

前的焦虑评分相似，治疗后前者的评分显著低于后

者。两组患者在治疗前的认知评分 MoCA 和 MMSE

评分无差别，治疗后治疗组的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说明分别采用艾司西酞普兰和阿米替林治疗后，前

者可明显改善帕金森患者的抑郁和焦虑症状，提高

患者的认知能力。艾司西酞普兰是一种 5- 羟色胺再

摄取抑制剂，当该药物进入人体后，会抑制突触后

膜对 5- 羟色胺的摄取，从而会使间隙中该成分含量

升高，故而产生抗抑郁抗焦虑的作用。阿米替林是

一种三环类药物，在治疗效果上也具有一定成效，

但是临床研究发现长期服用该药会对患者的心血管

造成一定损伤，且会造成较严重的镇静作用。在本

研究中分别选取了 56 例对照组和 57 例观察组，病

例数较少，研究结果的数据可能存在偏差，后续研

究可加大病例数，得到更为稳定，可靠数据。

综上所述，在帕金森合并抑郁和焦虑患者中采

用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后，会改善抑郁焦虑情绪，显

著提高患者的认知能力，具有临床治疗价值，从而

为临床治疗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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