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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血管药物联合抗抑郁药物对伴抑郁的冠心病患者的疗效

李小琴

【摘要】目的　探讨联合应用扩血管药物（硝酸酯）+ 抗抑郁药物（盐酸氟西汀胶囊）治疗冠心病

合并抑郁症患者的疗效。方法　将本院从 2019 年 06 月到 2020 年 06 月纳入的 900 例伴有抑郁症的冠

心病患者作为观察对象。根据双盲随机对照原则，将之划分成两组，其中一组设为常规组（单纯应

用扩血管药物），另一组设为研究组（扩血管药物 + 抗抑郁药物）。每个组分别 450 例。结果　研究

组 TNF-α、CRP、IL-8 水平低于常规组（P< 0.05）；研究组 SAQ 西雅图心绞痛量表各维度评分以及

总分均高于常规组（P< 0.05）；研究组 SDS 抑郁评分低于常规组（P< 0.05）；研究组心血管不良事件少

于常规组（P< 0.05）。结论　扩血管药物联合抗抑郁药物治疗伴有抑郁症的冠心病患者，可更好的

减低其炎症水平，缓解抑郁症状，提高生存质量，且心血管不良事件少，具有好的安全性。

【关键词】扩血管药物；抗抑郁药物；冠心病；抑郁症；临床疗效

【中图分类号】R7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21）03-0482-03

The efficacy of vasodilator combined with antidepressant i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LI Xiaoqin.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cine，Jiyuan Second People’s Hospital，Jiyuan 459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vasodilator（nitrate）+ antidepressant（fluoxetine hydro-

chloride capsule）in the treatment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CHD）with depression. Methods　900 case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9 to June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object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double-blind randomized control，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one group was set as 

the conventional group（only using vasodilators），the other group was set as the study group（vasodilators + antidepres-

sants）. Each group had 450 cases. Results　The levels of TNF - α，CRP and IL-8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P<  0.05）. The scores of each dimension and total score of SAQ Seattle Angina 

scale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P<  0.05）. The SDS depression 

score in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P<  0.05）. The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ess than those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P<  0.05）. Conclusion　The vasodilator combined with anti-

depressants can better reduce the level of inflammation，relieve the symptoms of depression，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quality，and have fewe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i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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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十分常见，给患者安全健康带来了极大

的危害［1］。现阶段，临床上通常用药物或者是非药

物的方式来干预冠心病的高危因素，比如高脂血症、

高血压、糖尿病、吸烟等，以此来提高防治效果［2］。

但抑郁却并未得到重视，大量报道认为抑郁是冠心

病的独立高危因素，且抑郁与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

率以及冠心病患者死亡率具有紧密的关系［3］。鉴于

此，本研究为了更好的改善冠心病伴抑郁症患者预

后，在扩血管治疗的基础之上加强了抗抑郁治疗，

获得了满意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课题研究主体为 900 例伴有抑郁症的冠心病

患者，纳入时间为 2019 年 06 月～2020 年 06 月。根

据双盲随机对照原则，将之划分成两组对照，其中

一组设为常规组；另一组设为研究组。每个小组分

别 450 例。研究组包括 273 例男性和 177 例女性，年

龄 60～82 岁，均龄（71.9±11.5）岁；冠心病的病程

1～13 年，平均（6.2±1.3）年。常规组包括 275 例

男性和 175 例女性，年龄 60～83 岁，均龄（71.8±

［作者工作单位］济源市第二人民医院内一科（济源，459000）。

［第一作者简介］李小琴（1972.09-），女，河南济源人，本科，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心血管内科。

［通讯作者］李小琴（Email：1020059525@qq. com）。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1 年第 48 卷第 3 期 - 483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11.3）岁；冠心病的病程 1～12 年，平均（6.1±1.5）

年。各组基础资料经临床统计学检验，结果 P 值＞

0.05。本课题研究通过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1.2　入组与排除标准

入组标准：参照《实用内科学》，结合冠脉造影

以及 CT 检查，证实为冠心病；SDS 抑郁量表评分结

果超过 50 分；60 岁及以上；患者知情且在征得患者

同意下签署研究同意书。

排除标准：近 4 周用过抗抑郁药物；心肝肾功能

严重不全；精神系统异常或者是认知功能障碍而无法

正常交谈；存在自杀倾向；对研究所用药物存在禁忌。

1.3　方法

给予常规组 450 例患者单纯应用扩血管药物硝

酸异山梨酯片（消心痛）治疗，由天津太平洋制药有

限公司提供，批号 H12020816，即：每次口服 20mg，

每日 1 次，坚持用药 12 周。同时深入分析疾病诱因，

科学指导患者日常饮食运动，协调其家庭关系、社

会关系；每三个月开展 1 次专题讲座并邀请患者参

与，对患者进行集中健康宣教，促使其深入了解疾

病，发放健康手册；医患双方互相交换联系方式，以

便于患者随时咨询，方便医护工作者一对一解答。

给予研究组 450 例患者扩血管药物 + 抗抑郁药

物，其中扩血管药物治疗方法与常规组一致，另加

服抗抑郁药物盐酸氟西汀胶囊（批号 J20170022），

每日口服 20mg，每日 1 次，坚持用药 12 周。

1.4　观察指标 

（1）用药前后检测每位患者血清炎症水平，包

括 TNF-α（肿瘤坏死因子α）、CRP（C 反应蛋白）、

IL-8（白介素 -8），即：用生化管采集 3ml 空腹静脉

血，每分钟 3000r，离心 10min，留取血清待检，检

测方法为 ELISA（酶联免疫吸附试验）为主。（2）用

药前后评价患者生存质量，以 SAQ 西雅图心绞痛量

表［4］为主，包括心绞痛稳定状态、躯体活动受限程

度、治疗满意度、心绞痛发作程度、疾病认知程度

等 5 个方面，满分 100 分，分值越高越好。（3）用药

前后评价患者抑郁程度，以 SDS 抑郁量表［5］为主，

分值越高，抑郁越严重。（4）用药期间观察并记录患

者有无心血管不良事件，比如心源性死亡、心肌梗

死、恶性心律失常、血管重建等。

1.5　数据统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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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均数 ± 标准

差（x±s）表达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并用 t 检验；用

例数或构成比（％）表达计数资料或等级资料并用卡

方检验。检验水准α设置为 0.05，当 P 值 <0.05 时，

说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研究组与常规组用药前后血清炎症水平对

比见表 1
表1　研究组与常规组用药前后血清炎症水平对比（x±s）

时间 小组 TNF-α（ug/L）CRP（mg/L） IL-8（ng/L）

用药前研究组（450例） 322.2±60.4 8.7±2.2 34.5±7.7

常规组（450例） 322.8±60.6 8.8±2.1 34.5±7.9

t 0.282 0.061 0.717

P >0.05 >0.05 >0.05

用药后研究组（450例） 140.5±26.7 6.1±1.7 15.9±4.2

常规组（450例） 222.5±40.4 7.5±1.4 22.8±6.9

t 10.230 7.600 6.827

P <0.05 <0.05 <0.05

2.2　研究组与常规组用药前后生存质量对比见

表 2

2.3　研究组与常规组 SDS 抑郁评分对比见表 3。

2.4　研究组与常规组心血管不良事件对比见

表 4。

3　讨论

随着现代社会快速发展以及人口老龄化趋势的

加重，使得冠心病患者越来越多［6］。由于冠心病患

表2　研究组与常规组用药前后生存质量对比（x±s，分）

时间 小组 心绞痛稳定状态 躯体活动受限程度 治疗满意度 心绞痛发作程度 疾病认知程度 总分

用药前 研究组（450例） 2.6±0.2 26.6±3.2 13.3±2.4 6.1±1.1 8.3±1.3 56.7±8.8

常规组（450例） 2.6±0.1 26.6±3.5 13.1±2.2 6.2±1.7 8.5±1.8 56.7±8.9

t 0.629 0.123 0.207 0.131 0.258 0.055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用药后 研究组（450例） 3.6±0.5 35.5±4.6 15.9±3.7 9.3±1.6 9.8±5.1 72.3±10.4

常规组（450例） 3.1±0.4 30.6±7.2 14.2±3.1 7.3±1.2 8.6±3.4 61.5±8.5

t 7.632 6.445 6.243 6.660 3.333 7.460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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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需要长期通过规律服药来控制病情，加之长期遭

受病痛折磨、担忧治疗费用等诸多影响因素，极易

导致冠心病患者出现严重的抑郁心理［7］。而合并抑

郁症的冠心病患者预后、生存质量较单纯冠心病患

者更差，这就需要临床工作者重视患者心理健康［8］。

调查发现，心内科收治的患者中，合并心理疾病的

比例为 28％，只有四分之一的合并心理疾病的患者

接受过心理干预［9］。目前，冠心病伴抑郁的患者通

常以药物治疗为主［10］。

盐酸氟西汀胶囊是一种高度选择性的 5-HT（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11］，具有较高的安全性［12-13］。

本研究发现，研究组用药 12 周之后的 TNF-α、

CRP、IL-8 水平以及 SDS 抑郁量表评分均低于常规

组（P<0.05）。过重的抑郁情绪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

冠心病发作，这是因为抑郁应激可导致炎症细胞大

量释放 TNF-α、CRP、IL-8 并不断黏附在血管内皮

细胞上，巨噬细胞因此而被激活，分泌出过多的金

属蛋白酶，使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细胞外基

质被讲解，降低斑块稳定性。因此，检测患者血清

炎症因子水平，对了解、评估患者病情改善情况具

有明显的临床意义。

本研究还发现，研究组 SAQ 西雅图心绞痛量表

各维度评分以及总分均高于常规组（P<0.05）。表明

扩血管药物 + 抗抑郁药物治疗方案对于伴有抑郁症的

冠心病患者来说，具有十分积极的影响，可显著减轻

患者抑郁状态，促使其炎症水平下降，改善躯体功能，

以免异常的生理反应所致的血管损伤、心脏受损［14］。

除此之外，研究组心血管不良事件总发生率 1.78％低

于常规组 10.22％（P<0.05）。表明扩血管药物 + 抗抑

郁药物治疗方案安全、可靠，这对于患者预后恢复十

分有利。廖春华等［15］的研究结果与本研究一致。需

提及是的，本研究观察时间短，所纳入的样本量偏少，

对于患者远期预后的影响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未来

的研究要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和延长观察时间。

总而言之，治疗伴有抑郁症的冠心病患者时，

联合应用扩血管药物与抗抑郁药物不仅可以更好的

减低其炎症水平，缓解其抑郁症状，而且还可以改

善其生存质量，减少心血管不良事件，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1. 安莹，侯季秋，赵海滨 . 抗抑郁药对冠心病合并抑郁患者

疗效及炎性因子影响的 Meta 分析［J］. 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2020，15（04）：1-10.

2. 王东方，滕伟，王欢，等 . 艾司西酞普兰对冠脉介入术后

患者的抑郁情绪、免疫及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水平的影

响［J］.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2020，47（03）：517-519.

3. 陈雪斌，王瑾，张冠茂，等 . 舍曲林治疗冠心病（CHD）

介入术后合并抑郁患者的疗效［J］.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2020，47（02）：376-378.

4. Kirtane AJ. The Importance of Listening to Patients：The Seattle 

Angina Questionnaire［J］. JAMA cardiology，2018，3（11）.

5. 李金鹆，姜涌斌，万鹏程，等 . Zung 自评量表焦虑、抑郁

评分、炎性因子及冠状动脉病变相关性［J］. 中国老年学杂

志，2012，32（17）：3785-3786.

6. 吴霁颖 . 黛力新在老年冠心病伴抑郁症治疗中的效果观察

［J］. 中外女性健康研究，2020，（01）：41，50.

7. 黄越 . 西酞普兰对老年冠心病合并抑郁症患者抑郁症状及

血清学指标的影响［J］. 中国民康医学，2019，31（06）：

87-88，93.

8. 银贺，魏鑫，郭聪，等 . 艾司西酞普兰联合坦度螺酮治疗

老年女性冠心病继发焦虑抑郁障碍疗效观察［J］. 国际精神

病学杂志，2019，46（01）：137-139，146.

9. 金彦青，解远峰 . 氟西汀对合并抑郁症老年冠心病的治疗

作用［J］.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2018，18（62）：182-183.

10. 朱敬海 . 西酞普兰治疗冠心病合并抑郁症的临床疗效探

讨［J］. 中国医药指南，2016，14（12）：19-20.

11. 黎敏如，王伟才，罗桃 . 氟西汀联合阿司匹林肠溶片、

阿托伐他汀片治疗老年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抑郁的效果

观察［J］. 中国医药科学，2017，7（04）：81-83.

12. 廖春华，朱瑞光，冯文钦 . 氟西汀应用于辅助治疗伴

抑郁状态心血管疾病的疗效观察［J］. 现代诊断与治疗，

2016，27（17）：3209-3211.

13. 张根生 . 联合氟西汀治疗冠心病心绞痛伴抑郁症的临床

观察［J］. 中医临床研究，2016，8（09）：34-35.

14. 江莉，丁建东，赵剑锋，等 . 冠心病合并抑郁症患者血

清脂联素水平及其与炎性因子相关性的临床研究［J］. 中外

医疗，2016，35（03）：50-52.

15. 廖春华 . 氟西汀联合常规药物治疗不稳定型心绞痛伴抑

郁患者的疗效评估［J］. 海南医学院学报，2015，21（10）：

1329-1331，1334.

（收稿日期：2020 年 8 月 27 日）

表3　研究组与常规组SDS抑郁评分对比（x±s，分）

小组 病例 护理干预前 护理干预后 t P

研究组 450 55.5±6.1 19.8±6.7 5.607 <0.05

常规组 450 55.1±6.3 40.2±3.5 6.348 <0.05

t - 0.557 25.009

P - >0.05 <0.05

表4　研究组与常规组心血管不良事件对比

小组 病例
心源性 
死亡

心肌梗死
恶性心律 

失常
血管重建 总计

研究组 450 0 3（0.67％） 5（1.11％） 0 8（1.78％）

常规组 450 9（2.00％）16（3.56％） 11（2.44％） 10（2.22％）46（10.22％）

χ2 - 28.002

P - <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