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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西汀应用于老年慢性心力衰竭伴抑郁患者的效果观察

王君旺 1 、 徐亿民 2 、 陈桂青 2 、 梁莲凤 1

【摘要】目的　探究氟西汀治疗老年慢性心力衰竭（CHF）伴抑郁患者的临床效果。方法　掷币法将

97 例老年 CHF 伴抑郁症患者分为 2 组，常规组 48 例予常规心理干预和抗心衰治疗，试验组 49 例加用

氟西汀，均治疗 3 个月，对比两组治疗前后心功能、抑郁情况、免疫细胞因子水平及安全性。结果　

试验组 1 月、2 月及 3 月末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均低于常规组，6min 平地步行距离（6WMT）、

心脏彩超对心排量（CO）、左心射血分数（LVEF）、血清 5- 羟色胺（5-HT）、CD3+、CD4+ 及 CD8+ 水平

均高于常规组（P<0.05），QTc 3 月末水平及不良反应两组无明显差异（P>0.05）。结论　氟西汀应用于

老年 CHF 抑郁症患者，可提高其相关神经递质及免疫细胞因子水平，改善其抑郁及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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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fluoxetine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and depression 
　　WANG Junwang，XU Yimin，CHEN Guiqing，et al. Zhengjiang Road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Zhengzhou Second People's Hospital，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fluoxetine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

ure（CHF）and depression. Methods　97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F and depression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ventional group（48 cases）received routin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and anti-heart failure treatment. The ex-

perimental group（49 cases）received fluoxetine for 3 months. Cardiac function，depression，immune cytokine levels 

and safety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fter 

1、2 and 3 months were lower than the conventional group，6 min walking distance（6 WMT），cardiac color Doppler

（CO），left cardiac ejection fraction（LVEF）. Serum serotonin（5-HT），CD3+，CD4+ and CD8+ levels were higher 

than the conventional group（P<0.05），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 QTc levels and adverse reactions

（P>0.05）. Conclusion　Fluoxetine can improve the level of related neurotransmitters，immune cytokines，depres-

sion and cardiac function in elderly CH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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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力衰竭（CHF）具有治愈困难、病程较长

和治疗后易反复住院等特点。CHF 老年患者 31％以

上伴有抑郁症的发生，约为普通人发生抑郁症概率

的 10 倍［1］。CHF 常规用药如：钙离子通道阻滞剂和

洋地黄类等药物使用较长时间后可引起焦虑、抑郁

等精神障碍的发生［2］，而焦虑抑郁可一定程度上加

重 CHF 的发生。因此对于 CHF 患者进行抗抑郁治疗

十分必要。然而常规抗抑郁药物引起体位性低血压

等不良反应风险及药物相互作用风险较高［3］，本研

究试探讨氟西汀治疗 CHF 伴抑郁症老年患者的安全

性及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2 月 ~2018 年 2 月我院收治的 97
例老年 CHF 伴抑郁症患者，均符合 CHF 相关诊断

标准，并经超声心动图、利钠肽等辅助检查确诊［4］，

均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 17 分，经诊

断确诊为抑郁症，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服用其他

抗抑郁药物者、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心力衰竭等干

扰疾病及药物禁忌者。掷币法将其分为 2 组，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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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48 例，男 22 例，女 26 例；年龄 62~71 岁，平均

（65.72±3.23）岁；病程 2~7 年，平均（5.04±1.46）

年，试验组 49 例，男 21 例，女 28 例；年龄 64~72
岁，平均（65.91±3.46）岁；病程 2~8 年，平均（5.12
±1.51）年，两组一般资料无统计学差异（P>0.05），

有可比性。

1.2　方法

常规卧床休息、饮食调节及心理干预等非药物治

疗基础上，两组均予地高辛（国药准字 H33021657）

0.125mg/ 次、氢氯噻嗪（国药准字 H44023235）25mg/

次、倍他乐克（国药准字 H32025391）6.25mg/ 次，均

日服 1 次，等抗心衰常规药物治疗，试验组在此基

础上联用氟西汀（国药准字 H19980139）晨起顿服，

20mg/ 次，1 次 /d，均 3 个月为 1 疗程。 

1.3　观察指标

（1）抑郁状态评分：治疗 1 月、2 月及 3 月末使

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对抑郁程度进行评

价，共 64 分，分数越低抑郁程度越轻，对比两组上

述评分治疗前后水平；（2）心功能：心电图对患者

校正 QT 间期（QTc）进行检测，心脏彩超对心排量

（CO）及左心射血分数（LVEF）进行检测，并对两

组患者上述指标及周围安静时患者 6min 平地步行距

离（6WMT）进行治疗前后水平比较；（3）免疫细胞

因子及 5- 羟色胺（5-HT）水平：取两组患者空腹外

周静脉血液经流式细胞仪（型号：FACSCanto Ⅱ，北

京安麦格贸易有限公司）对 CD8+、CD4+ 及 CD3+ 细

胞因子水平进行检测，5-HT 血清水平采用 ELISA 法

进行检测，并对上述指标治疗前及 3 月末水平进行

对比；（4）安全性：对比两组不良反应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用 SPSS 17.0 处理，计量资料用（x±s）表

示，t 检验，计数资料以［n（％）］表示，χ2 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抑郁状态评分

试验组 1 月、2 月及 3 月末 HAMD 评分均低于

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不同治疗时间抑郁状态评分比较（分，x±s）

组别 n 治疗前 1月末 2月末 3月末

常规组 48 29.97±5.63 26.36±3.17 23.43±2.52 21.08±3.36

试验组 49 29.68±5.81 21.62±2.79 17.29±2.21 14.34±2.84

t 0.2496 7.8218 12.7655 10.678

P 0.4017 0.0000 0.0000 0.0000

2.2　心功能

试验组 3 月末 6WMD、CO 及 LVEF 水平均高于

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QTc3 月末水

平两组无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2。

2.3　免疫细胞因子及 5-HT 水平

试验组患者 3 月末 5-HT、CD3+、CD4+ 及 CD8+

水平均高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3。

表2　两组心功能治疗前后水平比较（x±s）

组别 时间 6WMD（m） CO（L/min） LVEF（％） QTc（s）

常规组（n=48） 治疗前 235.87±32.71 3.84±0.77 30.83±4.89 0.35±0.04

3月末 314.17±38.42a 4.04±1.08a 37.48±5.16a 0.39±0.02

试验组（n=49） 治疗前 238.0±31.97 3.83±0.83 31.05±4.73 0.36±0.02

3月末 388.85±39.64ab 4.67±1.12ab 40.53±5.54ab 0.39±0.05

注：组内比较，aP<0.05；组间3月末比，t =9.3309，2.8192，2.8044，bP=0.0000，0.0029，0.0031＜0.05。

表3　两组患者相关免疫细胞因子水平比较（x±s）

组别 时间 5-HT（ng/mL） CD3+（％） CD4+（％） CD8+（％）

常规组（n=48） 治疗前 143.72±35.63 46.62±3.94 29.69±3.77 17.61±3.22

3月末 159.62±34.48c 49.34±4.28c 32.33±3.12c 19.42±3.75c

试验组（n=49） 治疗前 144.16±35.27 46.75±4.02 29.74±3.82 17.69±3.07

3月末 246.81±34.93cd 69.84±5.57cd 44.41±4.56cd 32.43±4.04cd

注：组内比较，cP<0.05；组间3月末比较，t =12.37，20.2955，15.2538，16.4298，dP=0.0000，0.0000，0.0000，0.0000＜0.05。

2.4　安全性

试验组出现食欲下降、失眠、嗜睡各 1 例、激

越或兴奋 2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 10.20％（5/49），常

规组出现食欲下降、口干各 1 例，呕吐 2 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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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反应发生率 8.33％（4/4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 =1.0000，P=0.5132 ＞ 0.05）。

3　讨论

慢性心力衰（CHF）患者伴发抑郁症的常见诱因

为：CHF 疾病本身的病程较长，且经治疗出院后半

年内复发再入院概率较高，导致患者因恐惧、担忧

等因素，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下，加之该病治愈困难、

病程迁延及病死率高等特点和老年人群本身生理及

心理特征，均可导致抑郁症的发生［5］。此外，血管

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钙离子通道阻滞剂及地高辛

等强心剂的长期单独或联合用药均可诱发老年 CHF

患者产生抑郁障碍。而抑郁症与 CHF 两者可相互影

响，因此该类患者治疗时除了要注重改善患者心衰

症状、预防并延缓心室重构、并提高其生活质量的

同时，还需改善其抑郁症状［6］。

氟西汀为 5- 羟色胺（5-HT）选择性再吸收抑制

剂，其可通过对 5-HT 在中枢神经元再摄取过程进行

选择性抑制，使 5-HT 在突触间隙的浓度升高，从而

发挥抗抑郁效果；其对心血管的作用、抗胆碱作用及

镇静效果均较弱［7］。本研究结果发现：试验组患者治

疗后 1 月、2 月末及 3 月末 HAMD 评分均低于常规组，

3 月末血清 5-HT 水平高于常规组，表明氟西汀可明

显改善 CHF 老年患者抑郁状态及其体内相关神经递

质水平。抑郁症患者常伴有免疫及内分泌功能障碍

等［8］，改善抑郁对抑郁症患者的免疫功能障碍可能有

一定的改善效果。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患者 3 月

末 CD3+、CD4+ 及 CD8+ 水平均高于常规组，此可能

与氟西汀可促进该病患者心理状态健康发展的同时，

使其抑郁状态明显改善，进而提高其免疫细胞因子水

平，提高其免疫功能。本研究结果还显示试验组患者

3 月末 6WMD、CO 及 LVEF 水平均高于常规组，QTc3
月末水平两组无明显差异，此与刘向群等［9］研究结果

一致。分析其原因可能为：氟西汀对 CHF 伴抑郁症老

年患者的抑郁心情及其伴随的焦虑状态，改善其心

境，使其依从性大大提高，从而使抗心衰治疗效果

及心功能得到提高［10］。另有研究表明［11］：伴抑郁症的

CHF 老年患者常规药物治疗基础上联合氟西汀抗抑郁

治疗，可对其自主神经功能具有调节效果，改善并延

缓其心率变异性，使其心肌缺血状态得到缓解，从而

减少并预防心律失常和猝死的发生。药代动力学研究

表明［12］：氟西汀口服后 6-8h 可达峰值血药浓度，且

药物吸收良好，血浆蛋白结合率可达 80％以上，食

物对其吸收过程有延缓效果，但对其生物利用度无影

响，经肝脏代谢生成活性产物去甲氟西汀发挥效果，

并经肾脏排除体外，对心血管作用效果较小，较少有

体位性低血压及心律失常的发生，故本研究中试验组

不良反应发生率较常规组无明显增加。

综上所述，氟西汀可选择性阻断神经元对 5-HT

的再摄取，增加突触间隙 5-HT 水平，从而发挥抗抑

郁效果，应用于 CHF 伴抑郁症患者的治疗，可明显

改善其心功能及抑郁状态，提高其生活治疗。但本

研究样本量较小，观察时间也比较短，还需要更多

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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