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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左双多巴控释片对帕金森病伴发抑郁患者的效果

曹亚琨 、 廖　恺

【摘要】目的　评价卡左双多巴控释片治疗帕金森病伴发抑郁的临床效果。方法　以不同的治疗

方案作为分组依据，将 2017 年 10 月 ~2019 年 6 月本院收治的 66 例帕金森病伴发抑郁的患者分为对

照组、观察组各 33 例。对照组用常规治疗，观察组用卡左双多巴控释片治疗，对比两组的治疗有效

率、抑郁症评分、生存质量评分和不良反应。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率、生存质量评分

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抑郁症评分低于对照组（P< 0.05）。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没有明显差

异（P> 0.05）。结论　卡左双多巴控释片不仅可以改善帕金森病伴发抑郁患者的抑郁症状，还可提

高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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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Kazuo double dopa controlled release tablets in the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CAO Yakun，LIAO Kai.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Yingtan，Yingtan 33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Kazuo Double Dopa Controlled Release Tablets in the 

treatment of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Sixty-six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with depres-

sion were enrolled in the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7 to June 1919. The clinical data were reviewed and different treat-

ment plans were used as a group basis.66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33 cases in the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therapy. Based on this，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Kazuo double dopa 

controlled release tablets，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depression score，quality of life score，and adverse re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depression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Cardo-dual dopa controlled release tablets for the treatment of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patient's depressive symptoms，but als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Keywords】Kazuo double dopa controlled release tablets；Parkinson's disease；Depression；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Quality of life

帕金森病以肌强直、行动迟缓、自主神经障碍、

神经精神障碍为主要临床表现，抑郁是帕金森病患

者最常见的非运动性症状之一，约 35％的帕金森病

患者会伴发抑郁症［1-4］。临床实践表明：卡左双多巴

控释片对帕金森病伴发抑郁患者效果较好，对改善

患者临床症状具有积极作用［5］。本研究探讨卡左双

多巴控释片对帕金森病伴发抑郁患者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66 例本院收治的帕金森病伴发抑郁症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2017 年 10 月 ~2019 年 6 月为研究时

段，回顾病例资料，根据分组依据将 66 例患者分为

对照组、观察组。对照组（33 例）：14 例女性、19 例

男性，年龄：60~70 岁，平均年龄（65.20±3.17）岁；

病程：1~5 年，平均病程（3.15±1.11）年，抑郁程度：

重度、中度、轻度分别 6 例、17 例、10 例。观察组

（33 例）：15 例女性、19 例男性，年龄：61~70 岁，

平均年龄（65.05±3.11）岁；病程：1~4 年，平均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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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1.10）年，抑郁程度：重度、中度、轻度分

别 7 例、15 例、11 例。统计处理两组基本资料，无

统计学差异（P>0.05）。医院伦理会同意本次研究。

诊断标准：参照帕金森病伴发抑郁症相关诊断

标准与治疗指南中的标准进行评价［6］。

纳入标准：符合诊断标准者；病程超过半年者；

用药依从性良好者；自愿参与研究者。

排除标准：脑血管疾病者；恶性肿瘤者；肝肾功

能不全者；合并其它精神疾病者；过敏体质；有认知

障碍者。

1.2　方法

病情明确后，对照组行常规治疗，即行康复、

运动疗法，健康宣教，认知行为干预疗法，同时，

给予患者安慰剂治疗。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观察

组增加卡左双多巴控释片（国药准字 J20160034）治

疗，口服，起始剂量每天 0.5 片，逐渐增加剂量，直

到病情有效控制后，减少使用剂量。

两组连续用药 8 周。

1.3　分析指标

对比治疗总有效率、抑郁症评分、生存质量评

分、不良反应。

治疗总有效率：抑郁症状改善程度超过 75％为

治愈；抑郁症状改善程度在 50~74％为显效；抑郁症

状改善程度在 25~49％为有效；抑郁症状改善程度低

于 25％为无效［7］。治疗总有效率 = 治愈、显效、有

效的比例之和。

抑郁症评分、生存质量评分分别用 SDS、PDQ-39
量表评价，前者为反向评分，后者为正向评分［8、9］。

1.4　统计学方法

SPSS22.0，计量资料用 t 检验、（x±s）表示；

计数资料用 χ2 检验、％表示，两组数据资料，以

P<0.05，统计学有意义。

2　结果

2.1　治疗总有效率比较

观察组：15 例治愈、12 例显效、5 例有效、1 例

无效；对照组：10 例治愈、10 例显效、6 例有效、7
例无效，组间对比差异明显，P<0.05。

2.2　抑郁症评分、生存质量评分比较

观察组抑郁症评分低于对照组，而生存质量评

分高于对照组，两组相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2.3　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出现 1 例乏力、1 例口干、1 例头痛；对

照组出现 2 例乏力、2 例口干、1 例头痛，组间对比

不具统计学意义，P>0.05。且所有不良反应经正确

处理，均缓解。
表1　抑郁症评分、生存质量评分比较（x±s）；n=33

组别 抑郁症评分 生存质量评分

观察组 51.5±2.3 88.4±3.4

对照组 59.9±3.1 72.5±2.6

t 12.501 21.340

P <0.05 <0.05

3　讨论

帕金森病属于老年人常见一种退行性中枢神经

系统疾病，主要以运动障碍为表现、常常伴发抑郁，

对患者生存质量产生严重影响［10］。帕金森病伴发抑

郁的患者血小板 5-HT 含量会下降，5-HT 可以抑制

多巴胺的释放，5-HT 的减少同时也是引起抑郁症的

危险因素［11］。因此，在帕金森病伴发抑郁的治疗中，

可通过改善 5-HT 含量来提高治疗效果。

卡左双多巴控释片是一种复合制剂，其可以在

短时间内改善帕金森病伴发抑郁症患者抑郁情况，提

高治疗效果的同时提高患者生存质量，且在用药过

程中不良反应较轻，故用药安全性较高。本研究也

发现：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率是 97％，明显高于对

照组的 78.8％，观察组抑郁症评分低于对照组，而

生存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进一步说明卡左双多巴

控释片可以有效改善帕金森病伴发抑郁患者的情绪

和生活质量。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样本较少，没

有对患者远期疗效进行研究，因此，在今后的临床

研究中，可加大样本，对近远期疗效进行综合评估。

综上所述，卡左双多巴控释片对帕金森病伴发抑

郁患者临床效果显著，不仅可以改善帕金森病伴发抑

郁患者的抑郁症状，还可提高生存质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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