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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哌噻吨美利曲辛治疗老年糖尿病性胃肠功能紊乱伴焦虑抑郁的效果及对
血清因子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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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老年糖尿病性胃肠功能紊乱伴焦虑抑郁患者应用氟哌噻吨美利曲辛治疗后

效果。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我院 109 例老年糖尿病性胃肠功能紊乱伴焦虑抑郁患者分组，对

照组 54 例给予甲钴胺、曲美布汀联合酪酸梭菌二联活菌胶囊口服治疗，观察组 55 例增加氟哌噻吨

美利曲辛口服治疗，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后血清因子水平、焦虑抑郁情绪、生活质量、临床疗效及不

良事件发生率。结果　观察组治疗后 5-HT 水平、SF-36 评分、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MPO 水平、

HAMA、HAMD 评分低于对照组（P< 0.05），不良事件发生率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氟哌噻

吨美利曲辛能够有效改善老年糖尿病性胃肠功能紊乱伴焦虑抑郁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联合常规治

疗可以更为有效的改善症状，提升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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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flupentixol and melitracen on anxiety/depression in elderly diabetic patients with gastrointestinal 
dysfunction and its effect on serum factor levels　　LIU Fang，ZHANG Zhiying，ZHENG Ruizhi，et al. General 
Hospital of Hebi Coal Industry（Group）Co. ，Ltd. Hebi 458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flupentixol and melitracen on anxiety/depression in elderly dia-

betic patients with gastrointestinal dysfunction and its effect on serum factor levels. Methods　A total of 109 elderly 

diabetic patients with gastrointestinal dysfunction and anxiety/depression were enrolled in our hospital.54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mecobalamin，trimebutine and Clostridium butyricum conjugated live capsules. 55 

patients in study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oral flupirtine and melitracen additional. The serum factor levels，anxiety and 

depression，quality of life，clinical efficacy and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5-HT level，SF-36 score and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MPO level，HAMA and HAMD scores were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and the inci-

dence of adverse ev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s　Flurazine thiophen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elderly diabetic patients with gastrointestinal dysfunction.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treatment，it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disease condition，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improve 

symptoms and signs，and have good safety.

【Keywords】Flupentixol and melitracen；Elderly；Diabetic gastrointestinal dysfunction；Anxiety and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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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发病率逐年提升 ［1］。糖尿病患者并发症

较多，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甚至危及患者生命

安全，胃肠功能紊乱是糖尿病常见的并发症，发生

率可达 32％左右［2］，以便秘、腹泻交替出现为主要

表现，极易导致患者滋生焦虑抑郁负性情绪，不利

于患者康复。常规治疗不重视心理方面，故疗效并

不理想。氟哌噻吨美利曲辛是一种治疗焦虑和抑郁

的药物，本研究观察氟哌噻吨美利曲辛应用于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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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性胃肠功能紊乱伴焦虑抑郁患者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1 月 ~2018 年 9 月我院收治的 109
例老年糖尿病性胃肠功能紊乱伴焦虑抑郁患者，经

实验室、葡萄糖耐量试验、胰岛 B 功能等检查确诊

符合糖尿病诊断标准［3］，纳入患者年龄 >65 岁，均

伴有便秘或腹泻等肠功能紊乱症状，症状持续时间

>6 月，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尔顿焦虑

量表（HAMA）均 >7 分，患者知情剑术知情同意书，

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排除药物禁忌症，肝肾功

能不全者，既往精神病史者，合并恶性肿瘤者。采

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对照组 54 例，其中男 31
例，女 23 例；年龄 65~79 岁，平均（71.88±7.01）岁；

糖尿病病程 8~13 年，平均（10.33±1.02）年；糖化血

红蛋白水平（6.88±0.55）％。观察组 55 例，其中男

34 例，女 22 例；年龄 65~81 岁，平均（71.93±7.03）
岁；糖尿病病程 8~15 年，平均（10.41±1.04）年；糖

化血红蛋白水平（6.89±0.57）％。两组患者资料对

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甲钴胺（国药准字 H20031126，

规格 0.5mg*10 片 *3 板）口服，0.5mg/ 次，3 次 /d，

曲美布汀（国药准字 H20030290，规格 100mg*20s）

口服，100~200mg/ 次，3 次 /d，酪酸梭菌二联活菌

胶囊（国药准字 S20020015，规格 0.42g*24 粒）口

服，3 粒 / 次，2 次 /d；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增加氟哌噻

吨美利曲辛片［批准文号 H20171104，规格（0.5mg：

10mg）*20 片］口服，1 片 / 次，2 次 /d，两组患者均

持续治疗 8 周，并对比疗效。

1.3　观察指标

（1）血清因子水平：于患者空腹状态下采集静

脉血 5mL，采用双抗夹心酶联免疫法测定两组患

者治疗前后 5- 羟色胺（5-HT）、血清髓过氧化物酶

（MPO）水平，并进行对比；（2）焦虑抑郁情绪：分

别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

量表（HAMD）评价患者治疗前后焦虑抑郁负性情绪

变化，HAMD 评分包括抑郁情绪、有罪感、自杀、

入睡困难、睡眠不深、工作和兴趣等 17 项，HAMA

评分包含焦虑心境、紧张、害怕、失眠、认知功能、

躯体性焦虑、感觉系统症状等 14 项，两项评分均采

用 0~4 级评分法进行评定，得分越高提示焦虑抑郁

情绪越严重；（3）生活质量：采用简明健康测量量表

SF-36（SF-36）评价患者治疗后生活质量，SF-36 评

分包括 9 大维度、36 小条目，分别为身体疼痛（2 个

条目）、活力（4 个条目）、社会功能（2 个条目）、生

理功能（10 个条目）、总体健康（5 个条目）、生理职

能（4 个条目）、精神健康（5 个条目）、情感职能（3
个条目）、健康变化（1 个条目），每条目采用 1-5 级

评分法进行评定，得分越高提示患者生活质量越佳；

（4）临床疗效 显效：症状体征基本消失，HAMA、

HAMD 评分减分率 >90％；有效：症状体征明显改

善，HAMA、HAMD 评分减分率 45％~90％；无效：

症状体征无变化或加重，HAMA、HAMD 评分减分

率 <45％［4］；（5）对比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事件发

生率。

1.4　统计方法

文中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

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 χ2 值进行检验，计

量资料采用（x±s）表示、t 检验，P<0.05 认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血清因子水平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5-HT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患者，MPO 水平明显较对照组患者水平低，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情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5-HT及MPO水平对比（x±s）

组别 时间 5-HT（ng/mL） MPO（U/L）

对照组（n=54） 治疗前 27.99±3.38 486.65±55.96

治疗后 150.11±9.95△ 306.98±40.11△

观察组（n=55） 治疗前 28.01±3.43 487.93±56.03

治疗后 239.66±10.68△▲ 207.15±28.16△▲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焦虑抑郁情绪变化

两组患者治疗前 HAMA、HAMD 评分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均明显降低，观察组

患者降低的效果更为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情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HAMA、HAMD评分对比（x±s）

组别 时间 HAMA（分） HAMD（分）

对照组（n=54） 治疗前 24.58±2.11 26.79±2.28

治疗后 13.27±1.36△ 14.11±1.07△

观察组（n=55） 治疗前 24.63±2.08 26.83±2.25

治疗后 7.53±0.69△▲ 8.01±0.93△▲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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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临床疗效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总有效率 90 .91 ％显著高

于对照组患者的 75 .93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情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54 23（42.59） 18（33.33） 13（24.07） 41（75.93）

观察组 55 30（54.55） 20（36.36） 5（9.09） 50（90.91）

注：与对照组比较，χ2=4.4369，*P=0.0352<0.05。

2.5　不良事件

观察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 12.73％高于对照组

患者的 11.1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

情见表 5。
表5　两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食欲不振 头痛 恶心 合计

对照组 54 3（5.56） 1（1.85） 2（3.70） 6（11.11）

观察组 55 2（3.64） 2（3.64） 3（5.45） 7（12.73）

注：与对照组比较，χ2=0.0678，*P=0.7946>0.05。

3　讨论

我国糖尿病人数约有 1 .144 亿，位居全球首

位［5］，糖尿病并发症较多，胃肠功能紊乱是常见的

一种，肠道的正常生理活动主要是由植物神经进行

调节控制，糖尿病患者由于周围神经长期受损，导

致神经功能异常，引起胃肠功能紊乱的发生，进而

导致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滋生，负性情绪又会反

过来降低机体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及厌氧菌水平，进

一步加重患者症状体征，影响治疗效果［6］。

目前对于糖尿病性胃肠道紊乱合并焦虑抑郁患

者的治疗主要以药物控制为主，甲钴胺是临床上一

种治疗周围神经病变的常用药物，通过促进脊髓神

经元胸腺嘧啶核苷、脑细胞轴突及轴突运输功能的

合成及再生，加速核酸及叶酸的利用代谢，促使糖

尿病患者神经轴突骨架蛋白运输恢复正常，改善患

者症状体征［7］。曲美布汀及酪酸梭菌二联活菌胶囊

是临床上治疗胃肠功能紊乱的常用药物，主要通过

调节胃部自律运动振幅，诱发消化系统生理性消化

道推进，改善胃排空功能，抑制肠运动至负荷前水

平，改善食道压力，抑制肠道菌群生长等，产生调

节胃肠运动 ［8］。本研究发现：两组患者治疗后 5-HT、

MPO 水平及 HAMA、HAMD、SF-36 评分均较治疗

前显著改善，提示药物治疗应用于糖尿病性胃肠功

能紊乱合并焦虑抑郁患者治疗中是有效的，本研究

还发现：观察组患者治疗后改善效果更为明显，且总

有效率高于对照组，不良事件发生率基本相当，提

示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增加氟哌噻吨美利曲辛能够更

为有效的消除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改善患者症状体

征及生活质量，进一步提升治疗效果，且安全性高。

氟哌噻吨为神经阻滞剂的一种，美利曲辛为抗抑郁

剂，两种药物主要通过调节多巴胺的释放及合成，

抑制突触前膜去甲肾上腺素及 5-HT 的再摄取，增加

突触间隙内多巴胺等神经递质水平，产生抗焦虑抑

郁效用［9］。马新燕等［10］和刘绪和等［11］的研究表明，

氟哌噻吨美利曲辛可以改善躯体疾病伴发的焦虑抑

郁情绪，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氟哌噻吨美利曲辛通过抑制 5-HT、

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调节神经递质水平等，治疗

老年糖尿病性胃肠功能紊乱伴焦虑抑郁患者效果显

著，有效消除患者焦虑抑郁情绪，联合常规治疗，

进一步提升治疗效果，改善患者症状体征，提升患

者生活质量，安全性高，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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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急性脑梗死患者抑郁、焦躁情绪往往会影响

患者的身体机能代谢，造成患者高血脂症状的出现或

者加重，而高血脂又是造成患者发生心血管等疾病的

一个重要因素。本研究中，治疗前所有患者均表现为

高血脂症状，采用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治疗较采用常

规治疗血脂降低明显。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是由两种

有效的化合物组成的合剂，氟哌噻吨是一种神经阻滞

剂，小剂量具有抗焦虑和抗抑郁作用。美利曲辛是一

种抗抑郁剂，低剂量应用时，具有兴奋特性。两种成

分的合剂具有抗抑郁、抗焦虚和兴奋特性。氟哌噻吨

美利曲辛片通过反馈调节，能够增强患者肝细胞表面

LDL 受体活性，使得 LDL 吸收和分解代谢加速，加速

LDL-C 清除，减少胆固醇在肝脏的合成与储存［11］。

综上，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对急性脑梗死后轻

度抑郁、焦虑患者有良好的治疗效果，能够降低患

者血脂水平，改善患者不良情绪，有助于患者神经

功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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