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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酸艾司西酞普兰对老年良性前列腺增生伴抑郁患者的效果

王修岭

【摘要】目的　探讨草酸艾司西酞普兰对老年良性前列腺增生（BPH）伴抑郁患者的效果。

方法　将 2016 年 1 月 ~2019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 90 例老年良性前列腺增生伴抑郁患者随机分为两组，

常规组 45 例行常规药物治疗，研究组 45 例在常规药物治疗基础上加用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比较两

组的治疗效果、IPSS（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SF-36（生活质量健康调查量表）、HAMD（汉密尔顿抑

郁量表）评分。结果　研究组总体疗效高于常规组（P< 0.05）；研究组 IPSS 评分、HAMD 评分均低于

常规组（P< 0.05）；研究组 SF-36 评分高于常规组（P< 0.05）。结论　在常规药物治疗基础上，加用

草酸艾司西酞普兰能够显著减轻老年良性前列腺增生伴抑郁患者的抑郁症状，改善其前列腺增生的

症状，提高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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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escitalopram on elderly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BPH）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WANG Xiuling. Luohe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Luohe 462002，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escitalopram on elderly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BPH）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6 to June 2019，90 elderly BPH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ventional group（n=45）received routine drug therapy，while 

the study group（n=45）received escitalopram oxalate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drug therapy. The clinical effects，IPSS

（International Prostate Symptom Score），SF-36（Life Quality Health Survey Scale），and HAMD（Hamilton Depres-

sion Scale）scor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overall treatment efficacy in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P<0.05）. The IPSS score and HAMD score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P<0.05）. The SF-36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ventional 

group（P<0.05）. ）. Conclusion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drug therapy，the addition of escitalopram oxalate to 

elderly BPH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ymptoms of BPH，reduce the degree of depressio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Key words】Escitalopram；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in the elderly；Depression；Therapeutic effect

老年良性前列腺增生比较常见，年龄 >50 岁的

男性群体发病率高达 40％，年龄 >80 岁的男性群体

发病率高达 90％［1］。主要表现为膀胱梗阻、前列腺

增生肥大，导致患者排尿不畅、尿潴留，甚至还会

导致患者肾功能衰竭［2］。受疾病影响，老年良性前

列腺增生疾病患者往往伴有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

生存质量偏低 ［3］。本研究以 90 例老年良性前列腺增

生伴抑郁患者为研究对象，探讨草酸艾司西酞普兰

的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常规组 45 例老年良性前列腺增生伴抑郁患者

年龄 61~86 岁，平均（70.7±9.8）岁；体重 47~81kg，

平均（57.6±9.5）kg。研究组 45 例老年良性前列腺

增生伴抑郁患者年龄 60～85 岁，平均（70.9±9.9）

岁；体重 47～80kg，平均（57.7±9.8）kg。均于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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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01 月 ~2019 年 06 月接收，并通过电脑随机法分

组。均知晓本次研究目的及意义，已经签署同意书；

通过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年龄≥ 60 岁；根据《国

际疾病分类第十版》［4］所提出的相关诊断标准，确定

为抑郁症，且经过临床检查确定前列腺增生为良性，

即超声提示前列腺体积 20ml 以上，最大尿流低于

16ml/s，尿液排空后，前列腺横径通过直肠指检，超

过 3cm，IPSS ≥ 8 分。排除近期曾接受过相关治疗、

依从性欠佳、精神异常、心肝肾功能严重不全等患

者。两组临床资料 P 值＞ 0.05，均衡一致，可分组

探讨。

1.2　方法

常规组 45 例行常规药物治疗，即：每日 5mg 非

那雄胺片（国药准字 J20150143，规格 5mg*10s）；每

日 2mg 盐酸特拉唑嗪（国药准字 H20058630，规格

2mg*14s），盐酸特拉唑嗪在夜晚临睡前服用。坚持

用药 12 周。

研 究 组 45 例 则 在 常 规 药 物 治 疗 基 础 上 加 用

草酸艾司西酞普兰（国药准字 H20080599，规格

5mg*14s），帮助患者抗抑郁，每日服用 20mg。坚持

用药 12 周。

1.3　观察指标

（1）根据患者治疗前后汉密尔顿（HAMD）［5］

评分改善情况，作为评定患者临床疗效的依据，即

HAMD 评分改善 75％以上，视为痊愈；HAMD 评分

改善 50％~74％，视为显效；HAMD 评分改善 25％

~49％，视为有效；HAMD 评分改善 <25％，视为

无效。总体疗效 =（痊愈 + 有效 + 显效）/ 总例数

*100％；（2）超声测量前列腺纵径、横径、前后径。

前列腺体积 = 纵径 * 横径 * 前后径 *0.52，按照 IPSS

（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6］标准，轻度为 1~7 分，中

度为 8~19 分，重度为 20~35 分；（3）采用 SF-36（生

活质量健康调查量表）［7］评估患者生活质量，包括心

理功能、生理功能、社会功能，分值越高，生活质

量越好；（4）采用 HAMD（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估

患者治疗前后的抑郁程度，分值越高抑郁程度越重。

1.4　统计学分析

汇 总 分 析 研 究 数 据 ， 并 利 用 统 计 学 软 件

SPSS22 .0 进行处理并进行对比检验结果，以［率

（％）］描述计数资料，检验差异以 χ2 表达；以（x±

s）描述计量资料，检验差异以 t 表达。P 值 <0.05 提

示统计学意义成立。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治疗效果对比，见表 1
表1　两组临床治疗效果对比［例（％）］

小组 病例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体疗效

研究组 45 7 26 10 2 95.56％

常规组 45 4 24 8 9 80.00％

χ2 - 12.628

P - <0.05

2.2　两组治疗前后 IPSS 评分对比，见表 2
表2　两组治疗前后IPSS评分对比（x±s，分）

小组 病例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45 31.3±6.6 10.9±4.4

常规组 45 31.7±6.8 16.4±7.5

t - 0.108 3.517

P - >0.05 <0.05

2.3　两组治疗前后 HAMD 评分对比见表 3
表3　两组治疗前后HAMD评分对比（x±s，分）

小组 病例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45 7.7±1.6 2.4±0.5

常规组 45 7.5±1.7 4.1±0.9

t - 0.567 7.726

P - >0.05 <0.05

2.4　两组治疗前后 SF-36 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见表 4
表4　两组治疗前后SF-36生活质量评分对比（x±s，分）

小组 病例 心理功能 生理功能 社会功能

研究组 45 68.5±7.9 69.7±9.9 73.2±6.6

常规组 45 60.4±7.7 64.1±7.5 59.8±7.2

t - 8.587 7.426 3.838

P - <0.05 <0.05 <0.05

3　讨论

前列腺增生会导致患者尿频、尿急、尿失禁，

更甚至因为尿路感染而引起血尿，长此以往，导致

抑郁情绪的出现，生活质量也明显降低 ［8］。黄雪萍

等［9］研究认为老年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的下尿路症

状，与抑郁情绪具有密切的关系，给患者的生存质

量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下尿路疾病不仅降低了患者

生活质量，而且还会增大患者发生抑郁的可能性。

抑郁情绪还可能扰乱患者免疫功能［10］。因此需要重

视对抑郁情绪的治疗。

本研究发现：研究组临床治疗总体疗效 9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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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高于常规组 80.00％，研究组治疗后 HAMD 抑郁

评分（2.4±0.5）分，明显低于常规组（4.1±0.9）分。

表明草酸艾司西酞普兰能够改善老年良性前列腺增

生伴抑郁症患者的情绪。草酸艾司西酞普兰通过抑

制中枢神经系统神经元再摄取 5-HT，进而加强中枢

5- 羟色胺能神经的功能而发挥抗抑郁作用［11，12］。石

磊等［13］研究认为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可以显著改善

脑卒中后抑郁患者的抑郁程度。与本文研究有类似

的地方。另外，本研究还发现：研究组治疗后 IPSS

评分（10.9±4.4）分，明显低于常规组（16.4±7.5）

分，且研究组治疗后生理功能（69.7±9.9）分、心理

功能（68.5±7.9）分、社会功能（73.2±6.6）分等三

个维度的评分明显高于常规组（60.4±7.7）分、（64.1
±7.5）分、（59.8±7.2）分。表明草酸艾司西酞普兰

片不仅可以显著改善患者前列腺症状，而且还可以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既往研究也发现草酸艾司西酞

普兰能够提高抑郁患者生活质量［13-15］，与本研究结

果一致。

总而言之，相较于常规药物治疗而言，伴有抑

郁症的老年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予以草酸艾司西

酞普兰片口服治疗，患者前列腺症状、生活质量显

著改善，抑郁情绪明显减轻，总体疗效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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