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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司西酞普兰联合胰岛素对伴抑郁的 2型糖尿病患者的效果

李乾静

【摘要】 目的　探讨艾司西酞普兰联合胰岛素治疗合并抑郁的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的效

果。方法　选取我院合并抑郁的 T2DM 患者 96 例（2018 年 8 月～2020 年 5 月），采用随机数字表

法分为研究组（n=48）、对照组（n=48）。均给予心理干预，对照组采用胰岛素治疗，研究组再加

用艾司西酞普兰，比较两组的临床疗效、治疗前后空腹血糖（FBG）、餐后 2h 血糖（2hPG）、糖

化血红蛋白（HbA1c）、抑郁（HAMD）评分，血浆皮质醇（Cor）、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同

型半胱氨酸（Hcy）以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研究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3.75％，高于对照组的

75.00％（P< 0.05）。治疗 12 周后，研究组 2hPG、FBG、HbA1c 水平以及 HAMD 评分低于对照组

（P< 0.05）；研究组的 Cor、ACTH、Hcy 水平低于对照组（P< 0.05）。两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无明显

差异（P> 0.05）。结论　艾司西酞普兰联合胰岛素治疗 T2DM 合并抑郁患者的疗效显著，可改善其抑

郁症状，降低血糖水平，促进 HPA 轴功能改善，降低血清 Cor、ACTH、Hcy 水平，且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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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escitalopram combined with insulin in type 2 diabetes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LI Qianjing. Shangqiu Municipal Hospital，Shangqiu 4761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escitalopram combined with insulin in the treatment 

of type 2 diabetes（T2DM）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From August 2018 to May 2020，96 T2DM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n=48）and control group（n=48）by random 

number table. All patients were given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insulin，and the 

study group was added with escitalopram. The clinical efficacy，fasting blood glucose（FBG），2h postprandial blood 

glucose（2hPG），glycosylated hemoglobin（HbA1c），HAMD score，the levels of plasma cortisol（Cor），adreno-

corticotropic hormone（ACTH），homocysteine（Hcy），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fore and after treat-

me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in the study group was 93.75％，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12 weeks of treatment，the levels of 2hPG，FBG，

HbA1c and HAMD score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levels of Cor，

ACTH and Hcy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as not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 at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escitalopram and insuli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in the treatment of T2DM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which can improve their depressive symptoms，

reduce blood glucose levels，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HPA axis function with high safety.

【Key words】Type 2 diabetes；Depression；Escitalopram；Insulin；Blood glucose level；Serum markers；Adverse 

reactions

2 型糖尿病（T2DM）人群发生抑郁的风险是非

糖尿病人群的 2 倍［1，2］。而且糖尿病和抑郁症互相影

响，T2DM 可引起下丘脑一垂体一肾上腺（HPA）轴

功能紊乱，增加抑郁发生率，而抑郁加重 HPA 轴功

能紊乱，不利于血糖水平控制［3］。故重视糖尿病患

者的抑郁情绪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艾司西酞普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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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型抗抑郁药物，抗抑郁效果较好，但其对 T2DM

合并抑郁患者 HPA 轴功能影响鲜少报道［4］。鉴于此，

本研究选取我院 T2DM 合并抑郁患者 96 例，从抑郁

症状、血糖水平、HPA 轴各激素水平方面入手，探

讨艾司西酞普兰联合胰岛素的临床应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T2DM 合并抑郁患者 96 例（2018 年 8
月～2020 年 5 月），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

（n=48）、对照组（n=48）。对照组男 21 例，女 27 例，

年龄 38～74 岁，平均（56.77±5.36）岁；T2DM 病程

1～8 年，平均（4.32±1.26）年；体质量 45～76kg，

平均（60.35±5.11）kg。研究组男 22 例，女 26 例，

年龄 37～75 岁，平均（55.94±5.49）岁；T2DM 病程

1～9 年，平均（4.50±1.30）年；体质量 44～75kg，

平均（59.87±5.30）kg。两组基线资料（性别、年龄、

病程、体质量）均衡可比（P>0.05）。

1.2　选取标准 

（1）纳入标准：符合糖尿病相关诊断标准［5］；

HAMD 评分≥ 17 分；无精神障碍性疾病；知情本研

究并签署同意书。（2）排除标准：继发性高血压；合

并急慢性感染者；合并其他神经系统疾病；合并甲状

腺疾病；近期发生不良生活事件；恶性肿瘤；伴严重

躯体功能障碍者。

1.3　方法 

1.3.1　两组均给予　肌肉放松训练、音乐疗法

等心理干预措施以及饮食指导、运动指导等血糖干

预措施。（1）对照组采用胰岛素治疗，选用门冬胰

岛素 30R 注射液［丹麦诺和诺德公司，批准文号：

J20140140］于餐前进行皮下注射，初始剂量根据血

糖值确定，2 次 /d，每次注射剂量随血糖控制程度进

行调整。（2）研究组在上述基础上采用艾司西酞普兰

（批准文号：20150163）治疗，口服，10 mg/ 次，1 次。

两组均持续治疗 12 周。

1 .3 .2　检测方法　于清晨 07：00～08：00 分

别抽取患者治疗前、治疗 12 周后空腹静脉血 5ml，

静置 10min，采用离心机，以 3500r/min 速度分离

10min，离心半径为 8cm，取血清并保存于 -80℃

冰箱。利用放射免疫法检测血清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ACTH）水平，试剂盒购自武汉益普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利用免疫发光法检测皮质醇（Cor）水平，试剂

盒购自南京赛泓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利用酶联免疫

吸附法检测同型半胱氨酸（Hcy）水平，试剂盒购自

北京百奥莱博科技有限公司；采用 COBAS INTEGRA 

800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瑞士罗氏公司）检测空腹

血糖（FBG）、餐后 2h 血糖（2hPG）、糖化血红蛋白

（HbA1c）水平。由相同检验科具有 5 年以上检测经

验医师遵照试剂、盒仪器说明书完成操作规程。

1.4　疗效评估标准 

显效：2hPG、FPG 恢复正常或同治疗前相比

降低≥ 40％；好转：2hPG、FPG 同治疗前相比降低

20％～39％，且未恢复正常值；无效：未满足上述指

标。（好转 + 显效）/ 总例数 ×100％= 总有效率。

1.5　观察指标 

（1）疗效。（2）比较两组治疗前、治疗 12 周后

血糖水平（FBG、2hPG、HbA1c）。（3）比较两组治

疗前、治疗 12 周后抑郁（HAMD）评分。HAMD 评

分 7～16 分即可能抑郁症，17～24 分即抑郁，＞ 24
分即严重抑郁。（4）比较两组治疗前、治疗 12 周后

血清标志物（Cor、ACTH、Hcy）水平。（5）比较两

组不良反应（头晕、恶心、低血糖）发生率。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2.0 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x
±s）表示，t 检验，计数资料 n（％）表示，χ2 检验，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疗效 

研究组治疗总有效率 93.75％较对照组 75.00％

高（P<0.05），见表 1。
表1　疗效n（％）

组别 例数 无效 好转 显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48 3（6.25） 20（41.67） 25（52.08） 45（93.75）

对照组 48 12（25.00） 21（43.75） 15（31.25） 36（75.00）

χ2 6.400

P 0.011

2.2　血糖水平 

治疗前两组 2hPG、FBG、HbA1c 水平比较无显

著差异（P>0.05）；治疗 12 周后研究组 2hPG、FBG、

HbA1c 水平较对照组低（P<0.05），见表 2。

2.3　HAMD 评分 

治 疗 前 两 组 H A M D 评 分 比 较 无 显 著 差 异

（P>0.05）；治疗 12 周后研究组 HAMD 评分较对照

组低（P<0.05），见表 3。

2.4　HPA 轴各激素水平 

治疗前两组 Cor、ACTH、Hcy 水平比较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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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P>0.05）；治疗 12 周后研究组 Cor、ACTH、

Hcy 水平较对照组低（P<0.05），见表 4。
表2　血糖水平（x±s）

时间 组别 例数 FBG（mmol/L）2hPG（mmol/L） HbA1c（％）

治疗前 研究组 48 8.19±1.95 12.34±3.16 10.12±2.10

对照组 48 8.08±2.03 12.20±3.19 9.98±2.19

t 0.271 0.216 0.320

P 0.787 0.829 0.750

治疗12周后研究组 48 5.22±0.79a 7.52±2.15a 6.11±1.25a

对照组 48 5.97±0.83a 9.06±2.39a 7.46±1.56a

t 4.535 3.319 4.679

P ＜0.001 ＜0.001 ＜0.001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aP<0.05

表3　HAMD评分（x±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12周后 t P

研究组 48 23.58±2.15 17.29±2.05 14.670 ＜0.001

对照组 48 22.97±2.34 19.86±2.33 6.525 ＜0.001

t 1.330 5.737

P 0.187 ＜0.001

表4　HPA轴各激素水平（x±s）

时间 组别 例数 Cor（ng/ml） ACTH（pmol/L）Hcy（µmol/L）

治疗前 研究组 48 270.35±29.55 7.41±1.52 18.47±3.02

对照组 48 272.10±27.41 7.58±1.49 18.54±2.99

t 0.301 0.553 0.114

P 0.764 0.581 0.909

治疗12周后 研究组 48 218.69±20.03a 5.83±1.06a 12.18±2.35a

对照组 48 250.77±24.16a 6.74±1.24a 15.02±2.87a

t 7.082 3.865 5.304

P ＜0.001 ＜0.001 ＜0.001

2.5　不良反应发生率 

研究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8.33％与对照组 4.17％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5。
表5　不良反应发生率n（％）

组别 例数 头晕 低血糖 恶心 总发生率

研究组 48 1（2.08） 1（2.08） 2（4.17） 4（8.33）

对照组 48 0（0.00） 1（2.08） 1（2.08） 2（4.17）

χ2 0.711

P 0.399

3　讨论

糖尿病合并抑郁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目

前认为既包括神经生物学因素，还包括社会心理学

因素［6-7］。既往研究发现，合并并发症的 T2DM 患者

抑郁发生率升高至 15.2％～19.0％，提示糖尿病合

并抑郁和糖尿病并发症可能具有相近的病理基础［8］。

本研究发现，研究组治疗总有效率 93.75％，高

于较对照组的 75.00％，治疗 12 周后研究组 2hPG、

FBG、HbA1c 水平及 HAMD 评分较对照组低，同高

兴等［9］的研究结果一致。原因可能是：抑郁可致使下

丘脑一垂体一靶腺轴的胰岛素分泌减少，导致血糖

控制效果不理想［10］。而艾司西酞普兰通过改善患者

抑郁症状，更有利于患者血糖控制。

近年有学者提出，T2DM 患者中存在 HPA 轴功能

亢进或反馈环路消失，造成中枢神经系统受损，引起

抑郁［11］。Cor、ACTH、Hcy 和 HPA 轴功能密切相关，

Cor 由肾上腺所分泌，在机体应付压力过程中扮演重

要角色；Hcy 是中枢神经系统损伤较敏感标志物，同神

经元兴奋性密切相关；ACTH 是在内分泌、神经调节过

程中关键化学递质。高血糖对 HPA 轴产生直接影响，

致使海马功能发生改变，引起 Cor、ACTH、Hcy 水平

升高，再反馈作用于海马，造成海马萎缩，产生抑郁

情绪，形成恶性循环［12］。本研究发现，治疗 12周后研

究组 Cor、ACTH、Hcy 水平较对照组低（P<0.05），可

见，艾司西酞普兰联合胰岛素治疗 T2DM 合并抑郁患

者，可调控 HPA 轴功能变化，降低血清 Cor、ACTH、

Hcy 水平。可能原因是：在胰岛素治疗基础上加用艾

司西酞普兰，可抑制 5- 羟色胺在神经末梢的再摄取，

使突触间隙递质浓度升高，促进 HPA 轴功能恢复正

常，在改善抑郁症状同时，有效调控血糖水平。此外，

本研究还发现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无显著差异，表明

艾司西酞普兰联合胰岛素治疗安全性好。

综上可知，艾司西酞普兰联合胰岛素治疗 T2DM

合并抑郁患者疗效确切，可改善其抑郁症状，合理

调控血糖水平，促进 HPA 轴功能改善，进而降低血

清 Cor、ACTH、Hcy 水平，且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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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术后 MMSE 评分较术前有所降低，但组间

MMSE 评分及谵妄发生率无统计学意义，提示两种

方案的应用并不会对患者认知功能造成显著影响。

盐酸舍曲林能够通过调节机体内神经生长因子、神

经营养因子、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同型半胱氨

酸等水平，改善机体血清脑功能指标水平［10］，进而

促进患者认知功能的恢复，降低患者术后谵妄发生

率［11］，本次研究内，两组患者 MMSE 评分及谵妄发

生率无统计学意义可能与麻醉方式的选择及用药时

间有关，腰丛 - 坐骨神经联合阻滞麻醉用药精确，

对机体生理功能、血流动力等影响较小，能够显著

降低对机体认知功能的影响［12］，患者在术前术后认

知功能改变幅度较小，因此舍曲林对于认知功能的

改善效果在本次研究内效果并不显著，同时药物的

服用时间较短可能与患者认知功能改善不明显有着

重要关联。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纳入病例数量较少，

且药物服用时间较短，可能影响论证结果，在后续

研究中，会进一步增加病例纳入数量，增加药物服

用时间，观察结果变化，进一步提升论证的可信度。

综上所述，腰丛 - 坐骨神经联合阻滞麻醉对老

年髋关节手术患者机体血流动力学、认知功能、谵

妄等影响较小，联合盐酸舍曲林口服能够有效改善

患者围术期不良心理状态，为患者术后的康复奠定

有利的基础，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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