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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司西酞普兰和氟西汀对抑郁症的疗效和认知改善情况对比

刘文杰 、 张军亚

【摘要】目的　对比艾司西酞普兰和氟西汀对抑郁症的疗效和对认知改善的作用。方法　将

2017 年 1 月 ~201�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抑郁症患者 �0 例随机分为 2 组，每组 �0 例。对照组采用氟

西汀治疗，观察组采用艾司西酞普兰治疗。比较两组治疗前后 HAMD、MoCA 评分情况、临床疗

效、生活质量以及不良反应。结果　治疗前观察组和对照组 HAMD、MoCA 评分上无明显差异

（P= 0.4�7/0.�24），治疗后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 0.000）；对照组有效率为 ��.�7％，优于观察组的

��.��％（P= 0.000）；观察组在情感职能、生理、躯体、社会等功能评分上优于对照组（P= 0.000）；

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7％，低于对照组的 2�.��％（P= 0.000）。结论　与氟西汀相比，艾司

西酞普兰可快速改善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症状和认知功能，提升患者生活质量，且不良反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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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icacy and cognitive improvement of escitalopram and fluoxetine in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LIU Wenjie，ZHANG Junya.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Xuchang，Xuchang 46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and changes of cognitive function of escitalopram and fluox-

etine in depression patients.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7 to January 2019，60 depression patients were enroll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2 groups，3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fluoxetine，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escitalopram. The HAMD and MoCA scores，clinical efficacy，quality of life，and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 on scores of HAMD and MoCA before treatment，after treatment，the scores of HAMD and MoCA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00）. The efficien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86.67％，which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63.33％）. In the emotional function，physiology，physical，so-

cial and other functional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00）. The in-

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6.67％，which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23.33％）. 

Conclusion　The escitalopram can rapidly improve depressive symptoms，cognitive function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depression patients with fewer adverse re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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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严重威胁着患者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1-2］其发生与环境因素、心理因素、生物因素等相

关［3］。药物治疗是首选治疗手段之一［4］。氟西汀和

艾司西酞普兰均为常用抗抑郁药物［5］。本研究比较

了艾司西酞普兰和氟西汀对抑郁症治疗的临床疗效

和认知改善作用，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以 2017 年 1 月 ~2019 年 1 月为时间段，选取我

院收治的抑郁症患者 60 例，将其随机分为 2 组，每

组患者 30 例。其中，对照组男 18 例，女 12 例，年

龄为 30~59 岁，平均为（46.5±3.7）岁；病程 2~10
年，平均病程（4.2±0.6）年。观察组男 19 例，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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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为 31~57 岁，平均为（45.9±3.2）岁；病程

2~10 年，平均病程（4.6±0.3）年。两组基础情况对

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

纳入及排除标准［6］：均符合 CCMD-3 中有关抑郁

症的相关诊断标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

分 24 分以上；均知晓本次试验，并签订知情同意书。

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排除合并 2w 内

使用其他精神药物治疗者、合并躯体疾病者、恶性

肿瘤者、其他精神疾病者、对本次用药过敏者、中

途退出研究者。

1.2　方法

采用氟西汀（国药准字 H20080599）治疗对照

组，用法用量为：早晨服用，初始剂量 10mg/d，治

疗 2~3w 内增加至 20mg/d。持续治疗 6w。采用艾司

西酞普兰（国药准字 H20065239）治疗观察组，用法

用量：口服，初始剂量 5mg/d，治疗 2~3w 内增加至

10mg/d。持续治疗 6w。两组治疗期间可联合使用β

受体阻滞剂。

1.�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治疗前后 HAMD（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

表［7］进行评估，抑郁程度为：<6 分无抑郁、6~17 分

轻度、17~24 为中度、24 分以上为重度）、MoCA 评分

（采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8］评估，分值为 30 分，

认知功能改善程度与评分高低呈正比）、临床疗效（评

定标准［9］：根据 HAMD 减分率评估，减分率 75％以

上为治愈；减分率 25％~74％为好转；减分率 25％以

下为无效）、生活质量（采用 SF-36 量表［10］评定，包

括情感职能、生理、躯体、社会等功能，各项分值

100 分，分值越高越好）以及不良反应。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2.0 进行数据处理。文中 t 值用于对

HAMD、MoCA 评分、生活质量情况等计量资料进行

检验，卡方用于对临床疗效、不良反应等计数资料

进行检验，以 P<0.05 判定组间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 HAMD、MoCA 评分对比

在 HAMD、MoCA 评分上，治疗前两组对比无

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后观察组改善优于对照

组，二者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1。

2.2　两组治疗后疗效情况对比

在治疗有效率上，对照组总体为 86.67％，观察

组总体为 63.33％，二者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见表 2。

表1　两组HAMD、MoCA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HAMD MoCA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30 24.3±1.7 7.1±0.3 14.3±2.5 20.3±1.5

对照组 30 24.2±1.6 10.5±0.8 14.3±2.6 17.4±1.5

T值 0.0287 3.0144 0.0369 4.0268

P值 0.457 0.000 0.624 0.000

表2　两组治疗后疗效情况对比［例（％）］

组别 例数 治愈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30 17（56.67） 9（30.0） 4（16.67） 26（86.67％）

对照组 30 12（40.0） 7（23.33） 11（36.67） 19（63.33％）

χ2值 2.0147 1.0324 6.2174 6.2174

P值 0.038 0.514 0.000 0.000

2.�　两组生活质量情况对比

在情感职能、生理、躯体、社会等功能评分上，

两组对比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3。
表3　两组生活质量情况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情感职能 生理功能 躯体功能 社会功能

观察组 30 76.3±2.5 77.8±2.4 78.9±3.2 76.4±2.8

对照组 30 61.2±2.5 60.4±2.3 62.5±2.7 64.5±2.9

T值 3.2541 3.1574 3.5124 3.0029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2.4　两组不良反应情况对比

在不良反应方面，对照组发生率 23.33％，观察

组发生率 6.67％，二者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见表 4。
表4　两组不良反应情况对比［例（％）］

组别 例数 口干 头晕头痛 恶心 发生率（％）

观察组 30 1（3.33） 0（0.0） 1（3.33） 2（6.67％）

对照组 30 3（10.0） 1（3.33） 3（10.0） 7（23.33％）

χ2值 2.0354 0.0341 2.0354 7.0354

P值 0.014 0.651 0.014 0.000

3　讨论

抑郁症发病率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且该病复

发率较高［11］。药物治疗是目前最主要的治疗方法，

氟西汀和艾司西酞普兰都是常用的抗抑郁药物，它

们通过对 5- 羟色胺的再摄取产生抑制作用，从而发

挥抗抑郁效果［12］，疗效较为可靠［13］。认知功能障碍

是另一个需要关注症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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