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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治疗联合帕罗西汀对癫痫伴发抑郁患者的疗效

李艳艳 、 张会杰

【摘要】目的　探讨心理治疗联合帕罗西汀对癫痫伴发抑郁患者的治疗效果。方法　将从 2019

年 08 月到 2020 年 08 月我院的 136 例癫痫伴发抑郁患者分成两组，各 68 例。常规组单用帕罗西汀，

研究组使用帕罗西汀联合心理治疗。结果　研究组总体疗效优于常规组（P< 0.05）；研究组 HAMD 抑

郁评分更低（P< 0.05）；研究组不良反应少于常规组（P< 0.05）。结论　癫痫伴发抑郁患者应用帕罗

西汀治疗的同时加强心理治疗，可获得更高的临床疗效，不仅可以减轻患者抑郁程度，而且还可以

减少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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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icacy of psychotherapy combined with paroxetine in epilepsy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LI Yanyan，ZHANG Huijie. Department of Clinical Psychology，Zhengzhou People's Hospital，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ect of psychotherapy combined with paroxetine on epilepsy pa-

tien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136 epileptic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19 to August 

2020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68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st in conventiona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paroxetine，while the patients in study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paroxetine combined with psychotherapy.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overall efficacy in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P<0.05）. The HAMD depression score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P<0.05）. 

The adverse reaction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less than those of the conventiona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psychotherapy combined with paroxetine in the treatment of epilepsy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can obtain higher clinical 

efficacy，not only can reduce the degree of depression，but also can avoid adverse drug re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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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具有较高的发病率，且极易伴发抑郁情

绪［1］。流行病学调查发现难治性癫痫患者群体之中，

伴有重度抑郁的患者大约占比 40％左右，复发性癫

痫伴有抑郁情绪的患者大约为 40％～60％左右［2］。

癫痫伴发抑郁的原因与心理社会因素有密切的关系，

比如疾病耻辱感、社会工作机会减少等等，伴发抑

郁给癫痫患者生活质量带来了不利影响，严重者甚

至出现自杀倾向［3］。基于此，早发现、早治疗，控

制癫痫症状的同时尽量消除其抑郁情绪显得至关重

要［4，5］。因此，本研究特此以 136 例癫痫伴发抑郁患

者作为观察对象，重点分析了帕罗西汀联合心理治

疗的临床效果，以供临床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观察对象的纳入时间为 136 例癫痫伴发

抑郁患者，纳入时间为 2019 年 08 月～2020 年 08 月。

入组标准：HAMD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 >18 分；癫

痫伴发抑郁参照 CCMD-3（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

类与诊断标准）诊断标准［6］；能够积极主动配合，可

正常表达，意识无异常；遵循自愿参与原则，并在

当事人知情下签署研究同意书。排除标准：严重躯

体疾病；合并其他功能性或者是器质性疾病；药物或

者是酒精滥用；妊娠或者是哺乳者；病历资料不完整

而无法统计；既往有过抑郁障碍；具有自杀倾向；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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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过抗抑郁治疗。按照随机对照试验要求，将观

察主体划分成对照的两个小组并分别命名为常规组、

研究组，各 68 例。研究组包括 34 例男性和 34 例女

性，年龄 22～57 岁，均龄（42.4±11.6）岁；癫痫病

程 1～6 年，平均（3.5±0.8）年；36 例全面性、32 例

局灶性。常规组包括 35 例男性和 33 例女性，年龄

21～58 岁，均龄（42.5±11.5）岁；癫痫病程 2～5 年，

平均（3.7±1.2）年；37 例全面性、31 例局灶性。两

组各项基础资料比如性别、年龄、病程、癫痫类型

等结果无差异，P 值＞ 0.05。本研究符合《世界医学

协会赫尔辛基宣言》相关要求。

1.2　方法

两组观察对象均给予相同抗癫痫药物治疗，其

中给予常规组 68 例患者帕罗西汀治疗，即：20mg/

次，1 次 /d，用药时间为清晨，坚持服药 2 个月。与

此同时辅以最基本人文关怀。

给予研究组 68 例患者应用帕罗西汀治疗的同时

加强心理治疗，其中帕罗西汀应用方法与常规组一

致，而心理治疗 1h/ 次，3 次 / 周，坚持治疗 2 个月。

即：（1）认知治疗。采用简单明了的语言与患者交

谈，科普疾病诱因、症状、治疗措施、配合要点、注

意事项、不良反应以及正确应对方法，重点说明按

时按量用药以及定期复诊的必要性、重要性，进而

引起患者重视，纠正其错误认知，对疾病加深了解，

打破临床症状与不良心理社会因素之间所形成的恶

性循环。（2）合理情绪疗法。围绕患者具体病情，给

予针对性的康复指导，耐心聆听患者主诉，答复患

者疑问，帮助患者认识到现阶段所发生的心理问题，

侧重说明抑郁状态对疾病转归的危害，进而不断给

予心理疏导、安慰、鼓励，以此来减轻患者抑郁程

度，树立治愈信念。（3）支持治疗。拉近与患者之间

的距离，以患者教育水平、性格特点进行个性化沟

通，主动询问患者既往病史、日常生活状况，态度

热情、亲切、诚恳，并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同情心，

在最大程度上消除患者顾虑、担忧，赢得患者信任、

好感。（4）行为疗法。根据患者喜好，为患者播放

节奏舒缓、优美的音乐，以此来减轻患者不安心理，

期间协助患者保持正确舒适卧位，然后放松全身心，

规律呼吸，每日半小时，或者知道患者轻体力活动，

比如散步、汽车等等，每日半小时。（5）家人与社会

支持。不断为患者提供支持的同时还要与患者家属

主动沟通，指导家属多关心患者，细心照顾患者日

常生活；同时鼓励亲朋好友主动与患者分享日常美好

的食物，以此来重拾患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3　观察指标 

（1）临床治疗总体疗效的为显效与有效之和，

以 HAMD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作为疗效评价工具，即：

HAMD 评分较治疗前改善 50％视为显效；HAMD 评

分较治疗前改善 25％-50％，视为有效；未达有效、

标准，一律视为无效。（2）治疗前、治疗第 4 周、治

疗第 8 周，对患者抑郁状态进行评估，以 HADM 汉

密尔顿抑郁量表为主，分值越高越严重。（3）观察

患者治疗期间有无不良反应，比如头晕、睡眠障碍、

胃肠道反应。

1.4　数据统计处理

将本课题研究获得的计数资料与计量资料导入

SPSS22.0 统计学软件中并进行数据检验处理，用 t 检

验服从正态分布的（x±s）计量资料，用卡方检验百

分比或构成比表示的［n（％）］计数资料。组间差异

经 P 值进行判定，检验水准α 设置为 0.05，统计学

意义判定标准以（P<0.05）为主。

2　结果

2.1　研究组与常规组临床治疗效果对比见表 1
表1　研究组与常规组治疗效果对比

小组 病例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体疗效

研究组 68 43 22 3 65（95.59％）

常规组 68 31 25 12 56（82.35％）

χ2 - 8.061

P - <0.05

2.2　研究组与常规组治疗前后 HADM 评分对比

见表 2
表2　研究组与常规组治疗前后HADM评分对比（x±s，分）

小组 病例 治疗前 治疗第4周 治疗第8周

研究组 68 21.2±2.9 16.5±0.8 11.2±0.4

常规组 68 21.5±3.3 18.8±2.5 15.8±0.6

χ2 - 0.567 15.284 16.445

P - >0.05 <0.05 <0.05

2.3　研究组与常规组不良反应对比见表 3
表3　研究组与常规组不良反应对比

小组 病例 头晕 睡眠障碍 胃肠道反应 总发生率

研究组 68 2 1 1 4（5.88％）

常规组 68 3 4 3 10（14.71％）

χ2 - 11.699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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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癫痫伴发抑郁患者承受着疾病折磨的同时还承

担着极大的心理社会压力，进而加重其羞耻感，降

低其生命质量，增大自杀风险［7］。癫痫患者的抑郁

情绪与疾病发作频率以及对患者对疾病的了解程度

有关，尤其是疾病发作次数，是加重癫痫后抑郁程

度的主要影响因素，癫痫发病越频繁，发生抑郁心

理的几率就更大［8］。随着现代临床研究深入，发现

癫痫伴发抑郁的发生不仅与生物学因素有关，而且

还与社会心理因素有关［9］。基于此，临床用药控制

患者躯体症状的同时实施心理治疗，帮助患者消除

引起抑郁的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显得至关重要［10］。

本 研 究 在 帕 罗 西 汀 治 疗 基 础 上 联 合 心 理 治

疗，结果发现研究组总体疗效 95.59％高于常规组

82.35％（P<0.05）；研究组 HAMD 抑郁心理评分更

低，与常规组之间存在明显差异（P<0.05）。充分

证实了药物联合心理治疗方案的有效性。说明这个

方案更有利于提高患者心理健康水平。帕罗西汀可

以进一步提高突触间隙 5- 羟色胺水平，改善传递功

能，进而达到抗抑郁目的［11］。专业的心理治疗，让

患者正确看待疾病并充分了解自己患病情况，纠正

错误认知，消除心理负担，两者联合，增加了临床

疗效［12］。除此之外，研究组不良反应率 5.88％低于

常规组 14.71％（P<0.05），究其原因，可能与心理

治疗增加了患者对药物不良反应的了解有关，具体

作用机制有待临床进一步探究［13］。需提及的是，本

研究纳入样本量较少，观察时间较短，对癫痫伴抑

郁患者远期效果的影响研究不足，需未来进一步扩

大样本量进行长时间随访观察。

综上所述，临床应用帕罗西汀联合心理治疗对

癫痫伴发抑郁的患者效果更佳，不仅有助于患者改

善抑郁状态，而且还可以减轻治疗的不良反应，安

全性较高，值得在临床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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