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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罗西汀对伴发抑郁的 2型糖尿病患者的效果

杨　洁 、 杨亚平 、 柴　朵

【摘要】目的　探讨帕罗西汀治疗伴发抑郁的 2 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于 2018 年 12

月～2019 年 12 月本院纳入的 98 例 2 型糖尿病伴发抑郁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电脑随机分组法，

每个组 49 例患者，常规组予以常规治疗，研究组则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帕罗西汀。结果　研究组

临床疗效高于常规组（P< 0.05）；研究组空腹血糖、餐后 2h 血糖、糖化血红蛋白、三酰甘油、总胆

固醇均低于常规组（P< 0.05），研究组 SAS、SDS 评分低于常规组（P< 0.05），研究组血清皮质醇水平

低于常规组（P< 0.05）。结论　对于 2 型糖尿病伴发抑郁症患者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帕罗西汀，不

仅可以减轻其负面情绪，改善患者血糖、血脂，而且还可以降低其血清皮质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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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paroxetine on type 2 diabetic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YANG Jie，YANG Yaping，CHAI Duo. Zhumadian Central Hospital，Zhumadian 46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paroxetine in the treatment of type 2 diabetic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From December 2018 to December 2019，98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routine group and the study group，49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routine 

group received routine treatment，while in study group received paroxetine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treatment. Results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outine group（P<0.05）. The fasting blood glucose，

2-hour postprandial blood glucose，glycosylated hemoglobin，triacylglycerol and total cholesterol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routine group（P<0.05）. The SAS and SDS score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routine group（P<0.05）. The serum cortisol level of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routine group

（P<0.05）. Conclusion　For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patients accompanied with depression，the paroxetine can not 

only improve blood glucose and blood lipid，reduce their negative emotions，but also reduce the level of serum cortisol.

【Key words】Paroxetine；Type 2 diabetes mellitus；Depression；Clinical efficacy

糖尿病患者并发抑郁症的风险更高，特别是 2
型糖尿病［1］。2 型糖尿病伴发抑郁的患者躯体症状

更加明显，抑郁程度、认知功能障碍往往更加严重，

可能与 2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皮质醇水平过高相关，

但是目前机制尚未完全明了［2］。若是未及时予以改

善，不仅会影响患者血糖控制效果，而且还有可能

会出现更多的临床并发症，影响患者预后［3］。鉴于

此，本文探讨了常规治疗基础之上加用帕罗西汀对 2
型糖尿病伴发抑郁症患者的治疗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课题观察主体为 98 例 2 型糖尿病伴发抑郁症

患者，纳入的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2019 年 12 月。

参照《中国 2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确定为 2 型糖尿

病；参照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

（CCMD-3），确定为抑郁症；HAMD 抑郁评分 >20 分；

自愿参与且已经签署过同意书。排除既往存在内分

泌疾病、近 3 个月内曾用过抗抑郁药物及激素类药

物、存在自杀倾向、哺乳或妊娠者、双相情感障碍、

严重脏器疾病、酮症酸中毒、感染、高血糖高渗状

态者。根据电脑随机分组法，施行对照研究，其中

一组名为常规组；另一组名为研究组。每个组 49 例。

［作者工作单位］驻马店市中心医院（驻马店，4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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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包括 29 例男性和 20 例女性，年龄 39～66
岁，平均（50.8±9.6）岁；病程 1～7 年，平均（5.9±

0.8）年。常规组包括 30 例男性和 19 例女性，年龄

39～67 岁，平均（50.7±9.9）岁；病程 2～8 年，平

均（6.2±0.9）年。两组临床资料 P 值＞ 0.05，均衡

性、一致性良好，可用于分组对比。

1.2　方法

常规组并予以常规治疗，包括心理干预、饮食

控制、运动治疗；降糖治疗为胰岛素注射液皮下注

射，胰岛素注射液与 5％葡萄糖注射液 500ml 稀释

之后静脉滴注，或与 25％葡萄糖注射液相溶之后

静注；口服降糖药盐酸二甲双胍肠溶片（国药准字

H11021560），每次 0.5g，每日 1 次。坚持用药 8 周。

研究组则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帕罗西汀（国

药准字 H10950043），方法为：每次 20mg，每日 1 次，

口服治疗。坚持用药 8 周。

1.3　观察指标 

（1）临床疗效。根据治疗前后 HAMD 汉密尔顿

抑郁量表［4］评分改善情况，作为评价临床疗效的依

据，即 HAMD 评分较用药前改善 90％以上，视为治

愈；HAMD 评分较用药前改善 50％-89％，视为显

效；HAMD 评分较用药前改善 20％-49％，视为显

效；HAMD 评分较用药前改善 <20％，视为无效。总

体疗效为治愈 + 显效 + 有效的例数占总病例数的比

率。HAMD 评分改善率 =（用药前 HAMD 评分 - 用药

后 HAMD 评分）/ 用药 HAMD 评分 *100％。（2）测定

患者血糖、血脂水平，包括空腹血糖、餐后 2h 血糖、

糖化血红蛋白、三酰甘油、总胆固醇水平。（3）用

SDS 抑郁量表、SAS 焦虑量表［5-6］，在患者用药前后评

估其抑郁、焦虑程度，分值越高越严重。（4）在患者

清晨空腹状态下，采集其 3-4ml 静脉血，血清分离后，

测定其血清皮质醇水平。参考范围 66-286ng/ml。

1.4　统计学分析

汇 总 并 分 析 观 察 主 体 的 研 究 数 据 ， 并 利 用

SPSS22.0 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百分比资料

以［例（％）］描述，行卡方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描述，行 t 检验。当 P 值低于 0.05 时，

说明存在较高的检验价值。

2　结果

2.1　研究组与常规组临床疗效对比见表 1

2.2　研究组与常规组治疗前后血糖、血脂水平

对比见表 2

表1　研究组与常规组临床疗效对比

小组 病例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体疗效

研究组 49 29（59.18％） 10（20.41％） 8（16.33％） 2（4.08％） 47（95.92％）

常规组 49 24（48.98％） 9（18.37％） 7（14.29％） 9（18.37％） 40（81.63％）

χ2 - 15.119

P - <0.05

表2　研究组与常规组治疗前后血糖、血脂水平对比

小组 时间 空腹血糖 餐后2h血糖 糖化血红蛋白 三酰甘油 总胆固醇

研究组（49例） 治疗前 10.2±3.2 12.6±3.5 11.3±1.4 2.5±0.3 6.5±2.4

治疗后 7.5±3.3＊＃ 8.5±3.4＊＃ 7.1±0.9＊＃ 1.5±0.2＊＃ 5.1±1.3＊＃

常规组（49例） 治疗前 10.1±3.3 12.5±3.2 11.2±1.5 2.3±0.7 6.3±2.5

治疗后 9.2±3.5＊ 10.3±3.7＊ 8.2±1.6＊ 1.9±0.5＊ 5.9±1.7＊

注：比较同组治疗前＊P<0.05；比较常规组治疗后＃P<0.05。

2.3　研究组与常规组治疗前后 SAS、SDS 评分

对比见表 3

2.4　研究组与常规组治疗前后血清皮质醇水平

对比见表 4

3　讨论

并发抑郁症的 2 型糖尿病患者比较多见，严重的

患者还存在明显的自杀倾向［7］。帕罗西汀 5-HT 再摄

取抑制剂，具有较高的选择性，对 M 受体、H1 受体

以及多巴胺 D2 受体具有较低的亲和力，是治疗抑郁

症患者的常用药［8］，此外，帕罗西汀还可以通过加强

胰岛素敏感程度来达到降糖目的［9］。本文发现：研究

组临床疗效高于常规组（P<0.05）；研究组空腹血糖、

餐后 2h 血糖、糖化血红蛋白、三酰甘油、总胆固醇

均低于常规组（P<0.05）；研究组 SAS、SDS 评分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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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组（P<0.05）。证实了帕罗西汀在改善 2 型糖尿

病伴抑郁症患者负性情绪的同时还可以显著减低其血

糖、血脂水平。帕罗西汀本身并没有十分突出的血糖

控制作用，而研究组血糖、血脂水平降低，可能与患

者负性情绪改善使得其治疗依从性增加有关［10］。

皮质醇属于一种类激素，通过血清皮质醇浓度检

测，可较好的反映出患者肾上腺皮质代谢情况，了解

患者生理机能状态［11］。抑郁症作为一种心理应激，可

以使糖尿病患者血清皮质醇升高［12］。与此同时，作为

常见的内分泌系统疾病，2 型糖尿病与抑郁症一样，

在调节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活性方面具有明显障

碍，进而使其血清皮质醇异常分泌［13］。2 型糖尿病并

发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症状、神经内分泌系统功能障碍

较单纯抑郁症患者更重。本文通过对照发现，研究组

血清皮质醇水平低于常规组（P<0.05）。提示帕罗西

汀可抑制皮质醇释放，帮助患者调节生理机能。不论

是在机体发育的早期或者是晚期，若是皮质醇大量分

泌，都会严重危害到中枢神经系统，而且还会严重影

响到人体对葡萄糖的调节，产生糖异生，皮质醇还能

够拮抗胰岛素对葡萄糖的利用，最终使得患者血糖回

升，广泛影响着脑部发育以及塑造性，进而产生对应

的行为效应［14］。而帕罗西汀主要通过抑制皮质醇释

放，促使患者改变葡萄糖调节，来减轻对神经系统的

危害［15］。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观察时间也比较短，还

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综上所述，对于伴发抑郁症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而言，常规治疗基础之上加用帕罗西汀，不仅可以

改善患者抑郁、焦虑情绪，降低其血糖、血脂水平，

而且还可以降低其血清皮质醇水平，促使其生理机

能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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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研究组与常规组治疗前后SAS、SDS评分对比

小组 病例
SAS SDS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49 53.5±4.6 40.3±8.6＊ 64.6±9.6 45.3±6.3＊

常规组 49 53.6±4.5 50.4±3.2＊ 64.5±9.9 58.7±4.6＊

t - 0.134 18.398 0.152 19.850

P - >0.05 <0.05 >0.05 <0.05

注：比较同组治疗前＊P<0.05.

表4　研究组与常规组治疗前后血清皮质醇水平对比

小组 病例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研究组 49 288.5±15.4 106.7±20.5 34.795 <0.05

常规组 49 288.3±16.8 264.8±22.7 30.634 <0.05

t - 0.911 25.572

P - >0.05 <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