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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罗西汀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焦虑抑郁患者的心理状态及肺功能的影响

雷凯春 1 、 王若利 2 、 田成斌 1 、 岳红梅 2

【摘要】目的　探讨帕罗西汀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合并焦虑抑郁患者的心理状态及肺

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9 年 2 月～2020 年 2 月我院收治的 94 例 COPD 急性加重期合并焦虑抑

郁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 47 例患者进

行 COPD 急性加重期常规治疗，观察组 47 例患者在此基础上联合帕罗西汀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治疗

前后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圣乔治呼吸问题调查问卷（SGRQ）、用力呼气容积

（FVC）、1s 用力呼气量（FEV1）以及 6 分钟步行距离（6MWT）。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SAS 评

分、SDS 评分和 SGRQ 评分均显著降低，且观察组评分低于对照组（P< 0.05）；治疗后，两组 FEV1、

FVC、6MWT 均显著升高，且观察组 6MWT、FEV1、FVC 均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帕罗西

汀辅助治疗能显著改善 COPD 合并焦虑抑郁患者的不良情绪，提升患者的步行能力，有助于急性加

重期患者肺功能的改善，进一步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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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aroxetine on mental state and lung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
ease complicated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LEI Kaichun，WANG Ruoli，TIAN Chengbin，et al.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General Hospital of Shenma Medical Group，Pingdingshan 467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aroxetine on mental state and lung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complicated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94 

COPD patients complicated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the acute exacerbat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9 to 

February 2020 were selected as study subject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the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47 cases）received conventional treatment for acute exacerbation of COPD，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47 cases）were treated with paroxetine on this basis. The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St. George’s re-

spiratory problem questionnaire（SGRQ），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forced expiratory volume（FVC），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1s（FEV1）and 6 minutes walking distance（6MWT）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SAS score，SDS score and SGRQ score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and the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treatment，FEV1，FVC，and 6MWT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and the 

6MWT，FEV1 and FVC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Paroxetine adjuvant therap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negative mood of patients with COPD compli-

cated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improve the walking ability of patients，contribute to the improvement of pulmonary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acute exacerbation，and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which is worthy of clini-

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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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被世界卫生组织定

义为一种暴露于有毒物质下导致气道、肺泡异常而出

现的不完全可逆气流限制，以呼吸短促、咳嗽、咳痰

为主，还可累及心脑血管、神经系统。焦虑抑郁是

COPD 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主要与病情迁延、呼吸困

难等造成的紧张、情绪低落、思维缓慢有关，不仅直

接影响 COPD 患者的生活质量，更可能加快疾病进展，

增加了家庭与社会负担［1］。既往针对 COPD 急性加重

期以抗炎、止咳等对症治疗为主，目前针对 COPD 合

并焦虑抑郁的患者治疗，由于大多数抗抑郁药物缺乏

疗效监测以及不良反应影响证据不足等，尚无明确的

推荐药物［2］。帕罗西汀是一线抗抑郁药物，既往报道

其呼吸系统并发症发生率较低，因此近年我院将其用

于具有明显焦虑抑郁情绪的 COPD 患者［3］。为进一步

明确帕罗西汀治疗 COPD 合并焦虑抑郁患者的临床疗

效，现纳入 94例患者进行临床比较，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对象为 2019 年 2 月～2020 年 2 月我院收

治的 94 例 COPD 合并焦虑抑郁患者。纳入标准：符

合《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诊治中国专家共识

（2017 年更新版）》［4］诊断标准；具有明显的焦虑、抑

郁情绪，抑郁自评量表（SDS）＞ 53 分、焦虑自评量

表（SAS）＞ 50 分；年龄 18～80 岁；患者或家属对治

疗方案知情同意。排除标准：患病前已有原发性抑郁

症、焦虑症病史者；合并呼吸系统等其他严重疾病

者；合并脑卒中、骨折史等影响步行能力疾病者。本

研究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并批准。采用随机

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观察组

男 25 例，女 22 例；年龄 53～75 岁，平均（64.65±

4.98）岁；病程 3～7 年，平均（4.88±0.87）年；急性

发作次数 1～3 次，平均（2.06±0.40）次；对照组男

27 例，女 20 例；年龄 52～76 岁，平均（64.98±5.10）
岁；病程 3～8 年，平均（4.45±0.90）年；急性发作

次数 1～4 次，平均（2.09±0.36）次。两组一般资料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进行 COPD 急性加重期常规治疗，包

括扩气道、抗感染、祛痰、止咳、吸氧、给予糖皮质

激素等对症或支持治疗，根据症状缓解情况酌情调整

治疗方案。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联合帕罗西汀治疗，口

服盐酸帕罗西汀片（国药准字 H20031106，规格：20 

mg/ 片）治疗，1 片 / 次，2 次 /d。连续治疗 1 个月。

1.3　观察指标

（1）采用抑郁自评量表 SDS ［5］评估患者治疗前

后抑郁情绪：本量表共包含 20 个条目，每个条目评

分 0～4 分，总分 x1.25 换算成标准分，得分越高抑

郁情绪越严重；（2）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SAS ［6］评估

患者治疗前后焦虑情绪：共包含 20 个条目，评分

方法以及标准分换算同 SDS 评分一致，得分越高焦

虑情绪越严重；（3）采用圣乔治呼吸问题调查问卷

（SGRQ）［7］评估患者治疗前后生活质量，包括活动

能力、症状、生活影响等 3 个方面，总分共 100 分，

得分越高生活质量越低；（4）评估患者治疗前后肺

功能和活动功能指标，包括用力呼气容积（FVC）、

1s 用力呼气量（FEV1），6 分钟步行距离（6MWT）。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2.0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

料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以（x±s）表示。计数资料

比较采用 χ2 检验。P<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SAS 和 SDS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SAS 和 SDS 评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SAS 和

SDS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评分明显低

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SAS、SDS和SGRQ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SAS评分 SDS评分

观察组（n=47） 治疗前 60.34±5.09 62.92±5.30

治疗后 30.46±3.87△▲ 32.87±3.66△▲

对照组（n=47） 治疗前 59.92±5.11 62.58±5.49

治疗后 45.23±4.32△ 47.24±4.87△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SGRQ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SGRQ 评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SGRQ 较

治疗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SGRQ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SGRQ评分

观察组（n=47） 治疗前 69.34±8.03

治疗后 32.49±5.88△▲

对照组（n=47） 治疗前 69.72±8.75

治疗后 49.24±6.45△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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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肺功能及步行功能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FEV1、FVC、6MWT 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FEV1、FVC、6MWT 较治疗前明显升高，且观察组

的各指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肺功能及步行功能比较（x±s）

组别 时间 FEV1（％） FVC（L） 6MWT（m）

观察组（n=47）治疗前 1.30±0.30 1.82±0.35 245.30±56.23

治疗后 2.36±0.47△▲ 2.87±0.52△▲ 332.65±78.45△▲

对照组（n=47）治疗前 1.32±0.21 1.88±0.40 249.72±58.34

治疗后 2.17±0.43△ 2.64±0.57△ 312.23±68.75△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论

COPD 患者焦虑、抑郁发病率较高，既往由于样

本量、测量工具、人口学、地区的差异，其患病率

报道范围较大，有资料显示，COPD 患者中，抑郁发

病率为 7％～80％，焦虑为 6％～80％，且两者多

同时出现［8］。国内报道纳入 COPD 急性加重期患者

进行焦虑、抑郁筛查发现，两项检出率达到 40.6％

与 41.9％。焦虑抑郁对 COPD 疾病转归的影响也是

不容忽视的，Kocakaya 等［9］长期随访显示，COPD 急

性加重期合并焦虑抑郁患者的呼吸衰竭风险是对照

组的 2.54 倍，死亡风险高达 1.83 倍，因此对于焦虑

抑郁的针对性治疗对改善疾病的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目前对于 COPD 急性加重期抗抑郁药物的选择

较为慎重，例如三环类抗抑郁药物可引起二氧化碳

潴留，苯二氮卓类药物可能引起呼吸抑制，不推荐

用于呼吸疾病患者。因此选择安全有效的抗抑郁药

物用于 COPD 合并焦虑抑郁患者的治疗仍需进一步

验证［10］。

本研究对 COPD 急性加重期进行常规治疗，包

括扩气道、抗感染、祛痰、止咳、吸氧、给予糖皮

质激素等，结果显示其 SAS 评分、SDS 评分和 SGRQ

评分均显著降低（P<0.05），提示常规对症支持治疗

能改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及生活质量。主要原因在

于治疗后患者咳嗽、气短、呼吸困难、咳痰、喘息

等症状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其精神状态得到明显改

善，同时呼吸功能的改善使得脑组织供氧充足，大

脑神经细胞、脑白质缺氧损伤缓解，也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焦虑抑郁症状。但进一步组间比较显示，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 SAS 评分、SDS 评分和 SGRQ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提示帕罗西汀辅

助治疗改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及生活质量的效果更

明显。帕罗西汀是新型的选择性 5- 羟色胺再摄取抑

制剂（5-HT），用于抑郁症患者能够对脑组织神经元 

5-HT 的再摄取发挥有效抑制作用，提升患者中枢

神系统 5-HT 水平，从而通过对中枢神经系统的调

整，减轻焦虑、抑郁情绪。另外帕罗西汀对多巴胺、

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影响较小，对呼吸系统影响较

轻，用药安全性较高，适用于 COPD 急性加重期的

治疗［11］。

关于帕罗西汀用于 COPD 患者既往报道结果有

所差异，吕志超等［12］报道帕罗西汀治疗老年 COPD

合并焦虑抑郁患者仅能提升患者活动能力，其原因

在于合并焦虑抑郁者心境低落、意志活动减退、乏

力等对活动能力有一定影响，而情绪的改善有助于

活动能力的提升；对肺功能无明显影响，主要考虑纳

入患者为稳定期，情绪对肺功能改善不够显著。本

研究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FEV1、FVC、6MWT 均显著

高于对照组（P<0.05），提示帕罗西汀辅助治疗能够

改善 COPD 合并焦虑抑郁患者的肺功能和活动能力。

可能原因在于，纳入患者为 COPD 急性加重期，其

肺功能的提升幅度较大，精神状况的显著改善可能

有助于提升患者呼吸功能；同时治疗前患者焦虑抑

郁情绪多较为严重，给予帕罗西汀治疗后患者可能

因不良情绪造成的植物神经症状呼吸急促、胸闷等

植物神经症状改善，进而肺功能得到提高［13］。另外，

有报道显示帕罗西汀具有一定的免疫调节功效，免

疫功能的提升能够促进抗炎、抗感染治疗疗效，也

可能是其促进肺功能改善的机制之一［14］。

本研究局限之处在于由于 COPD 急性加重期用

药种类较多，用于原发性疾病治疗的药物也可能口

干、恶心等帕罗西汀的常见不良反应，因此未讨论

帕罗西汀是否增加了患者的不良反应，待后期优化

试验方案，增加样本量，再做深入讨论。

综上所述，帕罗西汀辅助治疗能显著改善 COPD

合并焦虑抑郁患者的不良情绪，提升患者的步行能

力，有助于急性加重期患者肺功能的改善，进一步

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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