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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罗西汀对老年食管癌根治术后患者的抑郁情绪和免疫功能的影响

万清廉 、 杨玉伦

【摘要】目的　研究帕罗西汀对老年食管癌患者行根治术后的抑郁情绪及免疫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 2015 年 1 月 ~2019 年 1 月期间在我院治疗的 100 例伴有抑郁的行根治术的老年食管癌患者

随机分为两组，50 例对照组术后接受常规治疗并辅以心理指导，观察组 50 例在对照组基础上口服帕

罗西汀片进行治疗。对比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后的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情

况，并对比其治疗前后的免疫功能水平 IgG（免疫球蛋白 G）、IgM（免疫球蛋白 M）、CD3+（分化簇 3）、

CD4+（分化簇 4）、CD8+（分化抗原 CD8）、NK 细胞（自然杀伤细胞）、CD4+/CD8+ 比值等。结果　治

疗前，两组患者组间的 SAS 和 SDS 评分无显著差异（P>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抑郁和焦虑情况

均得到了改善，且观察组的改善效果较对照组更佳（P< 0.05）；两组患者治疗前的 IgG、IgM、CD3+、

CD4+、CD8+、NK 细胞比例以及 CD4+/CD8+ 比值的情况无明显差异（P> 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

CD3+、CD4+、CD8+、NK 细胞比例以及 CD4+/CD8+ 比值的改善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P< 0.05）。 

结论　帕罗西汀可以改善行食管癌根治术的老年患者的抑郁情绪，并能提高其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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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aroxetine on depression and immune func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ncer after 
radical resection　　WAN Qinglian，YANG Yulun. Thoracic Surgery，People's hospital of Zhengzhou，Zhengzhou 
450003，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paroxetine on depression and immune func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ncer after radical resection. Methods　100 elderly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ncer after radical 

resection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50 case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postoperative treatment supplemented by psychological guidance，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oral paroxet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for treat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SAS scores，SDS scores，and the level of IgG，

IgM，CD3 + 3 clusters（differentiation），CD4 + 4 clusters（differentiation），CD8 + CD8 antigen（differentiation），

NK cells（natural killer cells）and the ratio of CD4 + / CD8 +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AS scores，SDS scores，IgG，IgM，CD3+，CD4+，CD8+，NK 

cell ratio and CD4+/CD8+ ratio between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th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of the patients in both 

of two groups had been effectively improved，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control group（P<  0.05）；The 

improvement of CD3+，CD4+，CD8+，NK cell ratio and CD4+/CD8+ ratio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paroxetine can improve the depression and immune 

func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ncer after radical re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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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癌多发于 40 岁以上的男性［1］，食管癌根治

术是目前治疗的首选，由于疾病本身和手术的影响，

患者往往出现抑郁情绪 ［2］，和免疫能力降低的情况，

这些都将不利于老年患者术后的康复。本次研究探

讨帕罗西汀对老年食管癌患者行根治术后的抑郁情

绪及免疫功能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 100 例患者作为此次研究的对象，所有患

者年龄均超过 50 岁，均在我院接受食管癌根治术，

伴有抑郁情绪，自愿在我院接受术后治疗并参与此

次研究，纳入时间段为 2015 年 1 月 ~2019 年 1 月期

间，以随机数字抽签作为分组方法，以选择的术后

治疗方法的不同作为分组依据，将患者按照人数 1：

1 的比例分为两个组别，即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

组内男女比例 =24：26，年龄区间为 50~82 岁，平均

年龄范围值为（66.87±3.29）岁，手术部位：食管颈

段 11 例，食管上段 12 例，食管中段 15 例，食管下

段 12 例；观察组内男女比例 =25：25，年龄区间为

52~85 岁，平均年龄范围值为（68.72±3.41）岁，手

术部位：食管颈段 12 例，食管上段 13 例，食管中段

15 例，食管下段 10 例。此次研究是在本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的基础上展开的，同时，此次研究在开展前，

已通知患者及其家属，并取得了他们的同意，其外，

本次研究在对患者进行分组时，除了以随机数字作

为分组方法，将治疗方法的选择作为分组依据之外，

还利用 SPSS21.0 统计学系统，确保了两组患者的一

般资料的无差异性。

纳入及排除标准：1）所有患者均签署了关于此

次研究的知情且同意书；2）排除合并患有严重精神

疾病或语言沟通有障碍的患者、无人照顾的患者；3）
排除身体有其他严重不可逆的并发症的患者；4）排

除患有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患者；5）排除患有

肝肾功能异常的患者；6）排除患有预计生存期小于 3
个月的患者；7）排除存在电解质紊乱、酸碱平衡失

调、心律失常的患者［3-4］。

1.2　方法

对照组术后接受常规治疗并辅以心理指导，观

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通过口服盐酸帕罗西汀片（批

准文号：国药准字 H10950043）进行治疗，起始剂量：

20mg/ 次，1 次 /d，15d 后观察患者康复情况，适当

给予剂量增加或维持原有服用剂量，每天最大服用

剂量不超过 50mg。两组患者均接受为期 2 个月的术

后治疗。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抑郁、焦虑情况，以

及治疗前后的免疫功能。焦虑抑郁情况［5］通过患者

焦虑自评量表 SAS 和抑郁自评量表 SDS 评分情况进

行观察评价；免疫功能［6-7］通过患者 IgG（免疫球蛋白

G）、IgM（免疫球蛋白 M）、CD3+（分化簇 3）、CD4+

（分化簇 4）、CD8+（分化抗原 CD8）、NK 细胞（自然

杀伤细胞）、CD4+/CD8+ 比值水平进行观察评价。

1.4　统计学处理

结合 1.3 中观察的项目，将有关资料分为两类，

即计量资料（百分率表示）和计数资料（均数 ± 标

准差表示），输入到统计学软件（SPSS21.0）中，采

取对应的卡方和 T 值检验，最终得到 P 值，统计学

有意义标准为 P<0.05。反之则差异不明显，无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治疗前后抑郁 SDS 情况对比

在患者术后治疗实施之前，统计学计算结果显示

两组患者组间的 SDS 评分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

在治疗结束之后，由统计学计算结果可知患者的抑

郁和焦虑情况均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且观察组的改

善效果较对照组更佳（P<0.05），详见表 1。
表1　患者治疗前后抑郁SDS情况对比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对照组 27.8±3.1 22.4±1.0 11.7225 0

观察组 27.5±3.3 16.2±1.1 22.9705 0

t 0.4685 29.4904

P 0.6405 0

2.2　患者治疗前后焦虑 SAS 情况对比

在患者术后治疗实施之前，统计学计算结果显示

两组患者组间的 SAS 评分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

在治疗结束之后，由统计学计算结果可知患者的抑

郁和焦虑情况均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且观察组的改

善效果较对照组更佳（P<0.05），详见表 2。
表2　患者治疗前后焦虑SAS情况对比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对照组 27.5±3.6 23.6±1.6 7.0001 0

观察组 28.6±3.7 18.7±1.7 17.1921 0

t 1.5067 14.8417

P 0.1351 0

2.3　患者治疗前后免疫功能情况对比

两组患者进行治疗前的 IgG（免疫球蛋白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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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环境、饮食等因素是食管癌发病的主要影响因

素［9］。食管癌根治术是首选的治疗方法，该方法治

疗效果较好，但是很多老年患者在接受手术后的康

复效果欠佳，目前认为和老年患者术后出现抑郁情

绪以及免疫功能降低有较大的关系［10，11］，因此，要

通过有效的、具有针对性的方法来帮助患者。盐酸

帕罗西汀片属于选择性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对

抑郁、焦虑症状的疗效较为肯定 ［12］。

本次研究选取了 100 例在我院接受食管癌根治

术后出现抑郁的老年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

帕罗西汀可以更明显改善患者抑郁情绪，并对患者

的免疫功能有改善的作用，说明帕罗西汀可以有效

的改善食管癌根治术的老年患者的情绪，由于情绪

和人体的免疫功能关系密切，所以进而改善了患者

的免疫功能。

综上所述，帕罗西汀可以改善食管癌根治术的

老年患者的术后抑郁情绪，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

但本研究只是一个初步研究，样本量较小，观察时

间比较短，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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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M（免疫球蛋白 M）、CD3+（分化簇 3）、CD4+（分

化簇 4）、CD8+（分化抗原 CD8）、NK 细胞（自然

杀伤细胞）比例以及 CD4+/CD8+ 比值的情况差异

不明显（P>0.05），观察组患者术后康复治疗后的

IgG、IgM、CD3+、CD4+、CD8+、NK 细胞比例以

及 CD4+/CD8+ 比值的改善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

（P<0.05），详见表 3（a、b）。

表3（a）　患者治疗前后免疫能力对比（x±s）

组别N=50
IgG IgM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15.23±2.42 7.04±1.03 5.34±2.01 0.70±0.41

观察组 15.21±2.21 8.95±1.13 5.27±2.03 1.13±0.33

t 0.0432 8.8331 0.1733 5.7771

P 0.9657 0 0.8628 0

表3（b）　患者治疗前后免疫能力对比（x±s）

组别n=50
CD3+/％ CD4+/％ CD8+/％ CD4+/CD8+ NK/％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56.2±2.3 63.2±3.4 34.7±3.9 39.4±3.8 23.4±3.9 24.2±1.9 1.34±0.34 1.87±0.28 29.8±2.3 33.3±3.3

对照组 55.8±3.1 54.3±2.9 35.9±3.8 33.2±3.3 24.6±3.5 22.3±1.8 1.33±0.25 1.30±0.43 28.9±3.9 26.7±3.6

t 0.5077 9.7568 1.0796 6.0350 1.1219 3.5564 0.1161 5.4420 0.9738 6.6207

P 0.6141 0 0.2859 0 0.2677 0.0009 0.9081 0 0.3352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