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0 年第 47 卷第 3 期- 540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丁苯酞联合舍曲林对合并抑郁的帕金森病患者的效果

侯新鸽 1 、 叶　建 2 、 宋允章 3

【摘要】目的　探讨合并抑郁的帕金森患者应用丁苯酞联合舍曲林的治疗效果。方法　将我院

2017 年 2 月 ~2019 年 2 月收治的合并抑郁的帕金森病患者 60 例随机分组：采取常规方案治疗（对

照组，n=30）与采取加用丁苯酞联合舍曲林给药方案治疗（观察组，n=30），比较两组患者总有效

率、帕金森病症状、抑郁症状、血液指标水平。结果　观察组帕金森并抑郁患者总有效率经评定

为 96.67％，高于对照组的 76.67％（P< 0.05）。两组开展治疗前，帕金森病评定量表（UPDRS）评

分经测定无差异（P> 0.05），治疗后各组测定值均有降低，且观察组降低程度较对照组更为显著

（P< 0.05）。两组开展治疗前，抑郁自评量表（HAMD）评分经测定无差异（P> 0.05），治疗后，各组

测定值均有降低，且观察组降低程度较对照组更为显著（P< 0.05）。两组开展治疗前，血液学指标

重组人帕金森蛋白 7（PARK7）、神经营养因子 3（NT-3）、C 反应蛋白（CRP）经测定无差异（P> 005），

治疗后，PAPK7、CRP 均有降低，NT-3 均有升高，且观察组降低和升高程度较对照组更为显著

（P< 0.05）。结论　合并抑郁的帕金森患者应用丁苯酞联合舍曲林给药方案治疗，可增强临床效果，

改善帕金森及抑郁症状，保护神经细胞、对神经功能恢复具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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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ect of butylphthalide combined with sertraline in the treatment of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HOU Xinge，YE Jian，SONG Yunzhang. Department of Neurology，Zhouzhi County People's 
Hospital，Xi'an 7104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and prognosis of princebenzine combined with sertraline in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and depression. Methods　Sixty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were 

enrolled. All patients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7 to February 2019. They were randomize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regimen（control group，n=30）and treated with princebenzine combined 

with sertraline（observation group，n=30）.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recovery of symptoms of Parkinson's disease，re-

covery of depressive symptoms，and hematological index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

tiv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6.67％，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76.67％）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Before treatment，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UPDRS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After treatment，the 

measured values of each group decreased，and the degree of redu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Before treatment，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HAMD）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After treatment，the measured values of each group decreased，

and the degree of redu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Before treatment，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hematological indexes of recombinant human Parkinson protein 7
（PARK7），neurotrophic factor 3（NT-3），and C-reactive protein（CRP）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After 

treatment，both PAPK7 and CRP decreased and NT-3 increased，and the degree of chang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butylphthalide combined with sertra-

line can enhance clinical outcomes，improve Parkinson'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protect nerve cells，and promote 

neurological recovery in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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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患者常有精神神经障碍、认知障碍、

运动失调等［1-2］。研究显示：帕金森伴抑郁症的比率

高达 40％~50％，共病使得患者生存质量进一步下

降［3-4］。药物是目前治疗帕金森伴抑郁患者的最重要

手段，丁苯酞为常用神经组织保护药物，此外，其

还可对氧自由基抑制，降低细胞内分布的钙水平，

可以为抑郁症的改善打下了良好基础［5-6］。本研究就

该药应用情况展开探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罹患帕金森病且有抑郁症合并发生的患

者 60 例，均为我院 2017 年 2 月 ~2019 年 2 月收治，

采用随机数字表抽取法分组。观察组 30 例，男性

19 例，女性 11 例，年龄抽取范围为 44~86 岁，平

均（66.23±3.19）岁；病程抽取范围 1~12 年，平均

（5.46±1.83）年。对照组 30 例，男 21 例，女 9 例，

年龄抽取范围为 42~83 岁，平均（66.17±3.20）岁。

组间自然信息可比（P>0.05）。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①与国际诊断标准符合，且有抑郁症伴发；②自

愿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合并恶性肿瘤者；

②合并认知功能障碍者。

1.3　方法

对照组：本组应用神经内科常规方案，即取美多

芭、盐酸舍曲林片口服，其中前药为每次 1 片，每日

1 次；后药为每次 100mg，每日 1 次，均以 12 周为一

疗程。观察组：本组常规方案同上，同时取丁苯酞胶

囊加服，每次 2 粒，每日 3 次，以 12 周为一疗程。

1.4　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治疗效果；（2）比较两组帕金森

症状缓解情况，即应用 UPDRS 评定，包括活动、日

常行为、精神、并发症 4 个方面，条目共 42 个，所

获分值呈越低表现时，表明症状恢复越理想；（3）

比较两组抑郁缓解情况，即应用 HAMD 量表评估，

以 8 分为临界值，分值越低时，表明心理状况恢复

越理想；（4）比较两组血液学指标，包括 PARK7、

NT-3、CRP。其中 PARK7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

评定，应用人蛋白 DJ-1（PARK7）分析检测试剂盒；

NT-3 检测方法同上，应用神经营养因子 3（NT-3）

试剂盒；CRP 应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评定，应用超敏

感 C- 反应蛋白（hsCRP）定量测定试剂盒。

1.5　疗效标准

治愈：HAMD 经测验 <8 分，抑郁症状均消失；

显效：HAMD 呈至少 50％减少；有效：HAMD 呈至少

20％减少；无效：HAMD 未发生变化。

1.6　统计学方法

测验数据均在 SPSS22.0 中录入展开处理，组间

疗效采用（％）予以表示，施以卡方检验；帕金森症

状评分、抑郁症状评分、血液学指标采用（x±s）表

示，施以 t 检验，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组间总有效率对

观察组帕金森并抑郁症患者总有效率经评定为

96.67％，对照组经评定为 76.67％，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疗效对比情况 ［n（％）］

组别 治愈 显效 有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n=30） 21（70.00） 8（26.67） 1（3.33） 29（96.67）

对照组（n=30） 14（46.67） 9（30.00） 7（26.67） 23（76.67）

χ² - - - 5.192

P - - - 0.023

2.2　帕金森症状对比

两组开展治疗前，帕金森病评定量表（UPDRS）

评分经测定无差异（P>0.05），治疗后各组测定值均

有降低，且观察组降低程度较对照组更为显著，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两组帕金森症状对比（x±s）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观察组（n=30） 38.17±2.42 18.73±1.05 40.363 0.000

对照组（n=30） 38.14±2.49 29.61±1.22 16.849 0.000

t 0.047 37.022 - -

P 0.962 0.000 - -

2.3　抑郁症状对比

两组开展治疗前，抑郁自评量表（HAMD）评分

经测定无差异（P>0.05），治疗后，各组测定值均有

降低，且观察组降低程度较对照组更为显著，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抑郁症状评分对比（x±s）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观察组（n=30） 25.67±2.51 10.82±1.04 29.937 0.000

对照组（n=30） 25.72±2.47 17.23±1.98 14.689 0.000

t 0.078 15.698 - -

P 0.938 0.000 - -

2.4　血液学指标对比

两组开展治疗前，血液学指标 PARK7、N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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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P 经测定无差异（P>0.05），治疗后，PAPK7、

CRP 均有降低，NT-3 均有升高，且观察组降低和

升高程度较对照组更为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4。
表4　两组血液学指标对比情况（x±s）

组别 时间 观察组（n=30）对照组（n=30） t P

PARK7（μg/L）治疗前 34.49±4.48 34.47±4.53 0.021 0.983

治疗后 18.58±2.71 26.42±3.59 9.547 0.000

t 16.643 7.699 - -

P 0.000 0.000 - -

NT-3（μg/L） 治疗前 17.58±3.47 17.54±3.45 0.045 0.964

治疗后 35.22±6.43 23.98±5.76 7.132 0.000

t 13.223 18.305 - -

P 0.000 0.000 - -

CRP（mg/L） 治疗前 8.59±1.18 8.62±1.15 0.099 0.920

治疗后 3.94±0.48 6.51±0.79 15.228 0.000

t 19.993 8.283 - -

P 0.000 0.000 - -

3　讨论

帕金森严重影响患者生存质量，研究表明，帕金

森患者伴发抑郁症，与机体存在运动功能障碍所诱导

的心理反应相关。还与机体多巴胺能相关传导通路发

生程度不等的选择性破坏有关。线粒体功能障碍、氧

化应激是重要的造成多巴胺能神经元变性出现缺失的

机制［7-8］。目前治疗药物以左旋多巴胺制剂最为常用，

但效果欠理想，且随着病程进展，需增加药量，促使

不良反应明显增加，甚至加重抑郁症状。丁苯酞为一

种常用对脑血管病治疗的药物，近年来，临床渐将其

用于帕金森病合并抑郁症的治疗，作用较为理想［9-10］。

丁苯酞在给药后，可经清除氧自由基，来使神经组织

缺血程度改善，进而发挥对神经组织的保护作用［11-12］。

丁苯酞药理机制较为多样，除可使线粒体功能改善

外，还可对氧自由基产生抑制，并促细胞内分布的钙

水平降低，使细胞凋亡进程受限［13-14］。

本次研究发现：观察组总有效率更高，帕金森

症状和抑郁情绪改善程度均优于对照组，血液学指

标 PAPK7、CRP 在治疗后均有降低，NT-3 均有升

高，且观察组降低和升高程度较对照组更为显著。

PARK7 属帕金森病在病程早期检出的常染色隐性基

因，具抗氧化应激和蛋白水解酶作用，机体在神经

系统出现损伤后，可对大量 PARK7 释放，以降低活

性氧介质损害神经元的程度，故帕金森合并抑郁症

的患者，PARK7 表达多表现为升高的情况；NT3- 可

促钙离子平衡，增强自由基代谢能力，进而减轻神

经损伤程度。CRP 属炎性反应标志物，在帕金森合

并抑郁症的病程中，可能通过对机体炎性反应诱发，

来诱导氧化反应发生，进而对病情产生影响。丁苯

酞胶囊可提升血流的一氧化氮水平，使脑细胞内分

布的 Ca2 ＋浓度降低，减轻自由基损害脑组织的程

度，进而发挥有效的保护脑神经的效果。丁苯酞除

了使体内线粒体功能改善，自由基生成减少，减轻

氧化应激反应以外，还可提高对自由基损伤的对抗

能力，对神经细胞发挥保护人作用。本研究结果与

焦亚楠等［15］部分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样本量较小，

观察时间也比较短，所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验证

丁苯酞联合舍曲林的长期疗效和不良反应。     

综上所述，罹患帕金森且有抑郁症合并发生的

患者应用丁苯酞联合舍曲林给药方案治疗，可增强

临床效果，改善帕金森及抑郁症状，保护神经细胞、

对神经功能恢复具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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