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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司西酞普兰联合计算机化认知行为治疗对老年抑郁患者神经功能与抑郁
焦虑的影响

张广华 、 张长春 、 窦丽蝶 、 周娟娟

【摘要】目的　分析计算化的认知行为治疗（CCBT）结合艾司西酞普兰对老年抑郁症（LLD）患

者神经功能、抑郁焦虑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6 年 9 月 ~2018 年 9 月间在本院接受治疗的 LLD 患

者 116 例，随机数字表法分成 2 组，对照组（58 例）在对照组基础上服用艾司西酞普兰，观察组（58

例）在加用 CCBT 治疗；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老年抑郁量表（GDS）、

NIHSS 量表的变化；ELISA 法检测两组患者的血清 5 羟色胺（5-HT）、去甲肾上腺素（NE）及 C 反应

蛋白（CRP）含量变化。结果　观察组总的有效率（89.66％）高于对照组（70.69％）（P< 0.05）；治疗

后观察组患者 GDS、HAMD、NIHSS 评分较治疗前、对照组降低（P< 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血清

5-HT、NE 含量较治疗前和对照组升高，CRP 含量较治疗前和对照组降低（P< 0.05）。结论　艾司西

酞普兰联合 CCBT 可改善 LLD 患者的抑郁、焦虑症状和神经功能。

【关键词】老年抑郁症；艾司西酞普兰；计算机化认知行为治疗；神经功能

【中图分类号】R749.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19）04-0659-04

Effect of Aspirin and Computerize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on neurological function and depres-
sion/anxiety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ZHANG Guanghua，ZHANG Changchun，DOU Lidie，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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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computational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CBT）combined with 

escitalopram on neurological function，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LLD）. Methods　A 

total of 116 patients with LLD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6 to September 2018 were enroll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58 patients）received escitalopram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58 pa-

tients）. CCBT treatment was used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clinical efficacy，the scores of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the 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GDS），and the NIHSS scale in both groups were observ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The levels of serum serotonin（5-HT），norepinephrine（NE）and C-reactive protein（CRP）were detect-

ed by ELISA.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89.66％）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70.69％）（P<0.05）. After the treatment，the scores of GDS，HAMD，NIHSS and the CRP cont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nd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5）. The serum levels of 5-HT and N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nd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Aspirin 

and CCBT can improve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neurological function on patients with LLD.

【Key words】Senile depression；Escitalopram；Computerized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neurological function

高自杀率、高患病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和疾

病负担重是抑郁症的特征 ［1-2］。老年抑郁症（late-life 

depression，LLD）包含晚发型老年抑郁症（患者抑郁首

发年龄＞ 60岁）和早发型老年抑郁症（前期抑郁发作

持续年龄＞ 55 岁或者 55 岁后复发），上述问题更加突

出［3］。计算化的认知行为治疗（CCBT）是基于认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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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治疗原则，经互联网当做媒介行认知行为治疗［4-5］。

和传统疗法相比，CCBT 能够经过人际（机）对话完成

治疗，无需治疗师的参与，有成本低、形式多样和易

获取等优点。因此，本研究探讨 CCBT 结合艾司西酞

普兰对 LLD 患者神经功能、抑郁焦虑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年龄≥ 60 岁；②符合国际精神障

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 10 版［6］内关于抑郁症诊断标

准；③近 6 个月内有监护人照顾；④停用抗抑郁药物

1 月以上，无进行专业连续心理治疗者；⑤能够接受

单一艾司西酞普兰治疗；⑥患者和监护人同意并签署

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对试验药物过敏或者高敏体质者；

②合并酒精等物质滥用或者严重躯体疾病；③正接受

电休克治疗者；④近 6 个月内有异地迁移计划；⑤近

1 月内进行过心理干预治疗者；⑥合并其他认知功能

障碍、痴呆和重性精神疾病者。

1.2　病例资料

选取 2016 年 9 月 ~2018 年 9 月间在本院接受治

疗的 LLD 患者 116 例，随机数字表法分成 2 组，对

照组（58 例）与观察组（58 例），2 组患者临床资料

无显著差异（P>0.05），有可比性，详见表 1。本研

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表1　患者临床资料对比

组别 男/女 平均年龄（岁）BMI（kg/m2）平均病程（月）

观察组（n=58）21/37 66.18±4.84 22.96±2.75 7.10±2.51

对照组（n=58）20/38 66.45±4.62 22.60±2.43 7.19±2.36

t/χ2 0.109 0.361 0.492 0.261

P ＞0.05 ＞0.05 ＞0.05 ＞0.05

1.3　研究方法

对照组服用艾司西酞普兰（规格：10mg* 片），

开始服用剂量为 10mg/d，1 周后剂量增加至 20mg/d，

治疗 2 周后依据患者状况对剂量调整，最高剂量为

30mg/d。依据患者需要可采用劳拉西泮，合并其他

不良反应需对症处理。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 CCBT 治疗，中国

认知行为治疗专业组织的专家团队，在参考英国、

澳大利亚、美国比较先进的 CCBT 的基础上，经过

两年的开发，结合中国患者的特点，发展了一套中

文的 CCBT，针对抑郁症的 CCBT 治疗共有六次：第

一次了解抑郁与治疗方法；第二次识别自动思维与行

为激活；第三次对抗歪曲认知与功能行为；第四次改

变归因方式与任务分解；第五次发现核心信念与问题

解决；第六次复习、制定目标和计划，学会应对挫折，

预防复发。每 5d 进行 1 次，每次 20~30min，2 组患

者均连续干预 6 个月。

1.4　观察指标与疗效判别

①治疗前后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与

老年抑郁量表（GDS）评估患者抑郁改善情况；②治

疗前后采用 NIHSS 量表检测患者神经功能改善情况；

③治疗前 1d 及治疗后 1d 采集患者空腹静脉血 6ml，

ELISA 法检测血清 5 羟色胺（5-HT）、去甲肾上腺素

（NE）及 C 反应蛋白（CRP）含量，试剂盒购自南京

建成生物研究所，具体步骤依据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疗效判别，依据患者 GDS 与 HAMD 减分率评

估，显效：患者 GDS、HAMD 减分率≥ 75％；有效：

患者 GDS、HAMD 减分率在 25％~74％间；无效：患

者患者 GDS、HAMD 减分率低于 25％，总的有效率

=（显效 + 有效）/ 总例数 ×100％。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

料（x±s）表示，t 检验，计数资料 χ2 检验，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情况

观 察 组 、 对 照 组 患 者 总 的 有 效 率 分 别 为

89.66％、70.6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详见表 2。

2.2　治疗前后患者 GDS、HAMD、NIHSS 评分

改变情况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GDS、HAMD、NIHSS 评分较

治疗前、对照组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详见表 3。

2.3　治疗前后患者血清 5-HT、NE 及 CRP 含量

改变情况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血清 5-HT、NE 含量较治疗

前、对照组升高，CRP 含量较治疗前、对照组降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4。
表2　2组患者临床疗效情况对比（n，％）

组别 无效 有效 显效 总的有效率（％）

观察组（n=58）6（10.34）20（34.48）32（55.17） 89.66

对照组（n=58）17（29.31）22（37.93）19（32.76） 70.69

χ2 5.106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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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抑郁症为精神科的多见疾病，老年抑郁症患者

临床表征复杂，诊断和治疗的难度较大［7-10］。对老年

人适合药物较少，治疗反应率低［11-13］。艾司西酞普

兰是常用的抗抑郁药物 ［14］。本研究发现：对照组患

者采用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后，其抑郁症状和神经功

能得到改善，说明艾司西酞普兰对 LLD 患者有一定

疗效。老年患者的社会交往活动降低，多数活动已

经力不从心，易出现负面情绪［15-16］，除药物治疗后，

心理治疗也是 LLD 患者的重要治疗方法。国外 CCBT

已经有十多年发展史，其中澳大利亚 MoodGYM 为

最早 CCBT 平台，针对临床抑郁患者，美国和英国

也具有多个比较先进 CCBT 平台，包含 Good Days 

Ahead、Beating the Bluse 等。上述平台对物质依赖、

抑郁、恐惧、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失眠及强迫

等患者提供有效帮助。既往研究也验证 CCBT 能够

使患者焦虑、抑郁等问题有效改善。当前国内对于

CCBT 相关研究较少。我国 CBT 专业组织所推出第

一个 CCBT 网络平台为“30 天心里自助平台”，包含

六个模块。本文研究发现：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GDS、

HAMD、NIHSS 评分较治疗前、对照组降低，说明艾

司西酞普兰联合计算机化认知行为对老年抑郁症患

者抑郁和神经功能改善优于单用艾司西酞普兰。

抑郁症发病机制当前尚未完全明确，多数专家

认为和机体内 5-HT 与 NE 失衡有联系。本文研究发

现：治疗后观察组患者血清 5-HT、NE 含量较治疗

前、对照组升高，CRP 含量较治疗前、对照组降低，

说明艾司西酞普兰联合计算机化认知行为治疗可能

是通过调节 5-HT 与 NE 失衡发挥作用。

综上所述，艾司西酞普兰联合 CCBT 对 LLD 患

者疗效显著，可改善患者抑郁症状和神经功能。但

本研究样本量小，样本来源较为单一，所以还需要

更多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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