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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克索联合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帕金森病轻度认知障碍伴发抑郁疗效的临
床研究

白剑文 1 、 曾　涛 2 、 高瑞英 1 、 王玉明 1

【摘要】目的　探讨普拉克索联合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帕金森病轻度认知障碍伴发抑郁的临床效

果。方法　将我院 2014 年 2 月至 2015 年 2 月收治的 80 例帕金森病轻度认知障碍伴发抑郁的患者，

随机均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患者给予普拉克索治疗，实验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加用艾司西酞

普兰，比较 2 组治疗效果。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精神、行为和情绪、日常活动、运动功能评分和

治疗的并发症评分、39 项帕金森病调查问卷（PDQ-39）评分、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对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患者治疗后 8 周精神、行为和情绪、日常活动和运动功能评分均

显著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且实验组患者治疗后 8 周上述指标均显著低于对照

组（P< 0.05）。两组患者治疗后 4 周、8 周 PDQ-39 评分、HAMD 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0.05）；且实验组患者治疗后 8 周 PDQ-39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治疗后 4 周和 8 周

HAMD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实验组患者临床控制率和总有效

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2 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 0.05）。结论　普拉克索联合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帕金森病轻度认知障碍伴发抑郁临床疗效

显著，能够更有效改善患者抑郁状态和帕金森病病情，可作为优选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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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study of effect of pramipexole combined with escitalopram on patients with mild cognitive im-
pairment in Parkinson's disease and depression　BAI Jianwen, ZENG Tao, GAO Ruiying, et al. Jiaozhou city mental 
hospital 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 Jiaozhou 250014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effect of pramipexole combined with escitalopram on patients with mild cog-

nitive impairment in Parkinson's disease and depression. Methods　8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mild cognitive impair-

ment in Parkinson's disease and depression were selected from February 2014 to February 2015 in our hospital and then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by pramipexole, while the 

experiment group were treated by pramipexole combine with escitalopram. Then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scores of moral, behavior and emotion, daily activity, motor function, PDQ-39 and 

HAMD before the treat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P>0.05); The scores of moral, be-

havior and emotion, daily activity and motor function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8 weeks treatment were both lower than that 

before the treatment(P<0.05); and the indexes mentioned above t of the experiment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cores of PDQ-39 and HAMDof the two groups were both lower after 4、8 weeks treatment  than 

that before the treatment(P<0.05); and after 8 weeks treatment the scores of PDQ-39 of the experiment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scores of HAMD after 4、8 weeks treatment of the experiment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control rat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experiment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 rat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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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是临床发病率较高的中枢神经系统变

性疾病，具有病程长、复发率高、致残率高等特点，

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1］。帕金森病患者常伴发

抑郁症，临床上常采用神经递质激动剂及各种受体

抑制剂进行治疗。普拉克索为多巴胺受体激动剂，

能够提高抑郁症患者对多巴胺替代治疗的敏感性，

抗抑郁效果明显，艾司西酞普兰为 5- 羟色胺再摄取

抑制剂类药物，二者联用有明显协同效果［2］。现对

我院应用上述两种药物联合治疗帕金森病轻度认知

障碍伴发抑郁的临床优势进行分析，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我院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选取我院 2014
年 2 月至 2015 年 2 月收治的 80 例帕金森病轻度认知

障碍伴发抑郁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入院顺序

抽签随机平均进入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0 例。

实验组男性 22 例，女性 18 例，平均年龄为（60.77
±6.26）岁；对照组男性 23 例，女性 17 例，平均年

龄为（61.15±6.30）岁。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等一

般临床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

有可比性。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初诊病例；所有患者均符合《中国帕

金森病治疗指南（第三版）》［3］中帕金森病相关诊断标

准，按照帕金森病评分量表（UPDRS）评估显示有轻

度认知障碍；符合 ICD-10［4］中抑郁症相关诊断标准，

按照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评估显示存在抑郁状

态；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既往有精神或神经疾病史；合并严重

心脑血管病或其他重要脏器功能障碍；有酒精或药物

依赖史；对本研究所用药物过敏；有交流或沟通障碍。

1.3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普拉克索治疗：盐酸普拉克索

片首周剂量 0.125mg/ 次，3 次 /d，第 2~8 周剂量增至

0.25mg/ 次，3 次 /d。

实验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加用艾司西酞普兰：草

酸艾司西酞普兰片（丹麦 H. Lundbeck A/S，批号

140416）10mg/ 次，1 次 /d，连续治疗 8 周。

1.4　观察指标

记录 2 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 4 周、8 周 UPDRS

评分、39 项帕金森病调查问卷（PDQ-39）评分、

HAMD 评分变化情况，由同 1 个评分小组（5 名资深

医师组成）进行所有项目双盲评分，每位患者均由 5
名医师各自评分，去掉其中的最高分和最低分，取

剩余 3 个分数的均值作为最终评分结果。并比较 2
组临床疗效及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UPDRS 评分包括行为精神、行为和情绪（4 项

问题，共 16 分）、日常活动（13 项问题，共 52 分）、

运动功能（14 项问题，共 56 分）和治疗的并发症（9
项问题，共 23 分）4 个维度，评分越高表示病情越

严重［5］。

PDQ-39 评分包括情感状态、日常生活活动、运

动、认知、社会支持、病耻感、交流以及身体不适

项内容，共 39 项问题，共 156 分，评分越高表示生

活质量越低［6］。

HAMD 评分包括 17 项问题，共 68 分，评分越

高表示抑郁状态越严重［7］。

临 床 疗 效 评 价 标 准 ：临 床 控 制 ：U P D R S 、

PDQ-39、HAMD 评分减少≥ 70％；好转：UPDRS、

PDQ-39、HAMD 评分减少 40 ％~69 ％；无效：

UPDRS、PDQ-39、HAMD 评分减少＜ 40％；总有效

率 =（临床控制 + 好转）/ 总病例数 ×100％［8］。

1.5　统计学分析

数据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数资

料以（n，％）表示，比较使用 c2 检验；计量资料以（X

±S）的形式表示，采用 t 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UPDRS 评分对比

治疗前两组患者精神、行为和情绪、日常活动、

运动功能评分和治疗的并发症评分对比，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t =8.583，t =9.471，t =9.855，t =8.606，

P>0 .05）；两组患者治疗后 8 周精神、行为和情

绪、日常活动和运动功能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

two groups after medical treatment(P>0.05). Conclusion　Pramipexole combined with escitalopram has a better clinical 

effects on patients with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Parkinson's disease and depression than the treatment of pramipex-

ole only and , it can be more effective to improve the depression and parkinsoncs disease.Thus it can be used as the prior 

optimal treatment plan.

【Key words】Pramipexole; Escitalopram; Parkinson disease; Cognitive impairment;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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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3.021，t =3.222，t =3.454；

t =3.162，t =3.443，t =3.676，P<0.05）；实验组患

者治疗后 8 周精神、行为和情绪、日常活动和运动

功能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3.106，t =3.412，t =3.455，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UPDRS评分对比（x±s，分）

分组 时间
精神、行为

和情绪
日常活动 运动功能

治疗的并
发症

实验组
（n=40）

治疗前 7.62±2.53 17.46±2.79 18.64±3.62 8.23±1.17
治疗后8周 2.51±1.41△* 8.41±2.44△* 9.66±3.16△* 7.33±1.11

对照组
（n=40）

治疗前 7.66±2.56 17.49±2.77 18.68±3.68 8.25±1.16
治疗后8周 4.33±2.46△ 12.47±2.81△ 13.15±3.53△ 7.51±1.10

注 ：与同组治疗前对比，△P<0 .05，与对照组对比，
*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PDQ-39 评分对比

两组患者治疗前 PDQ-39 评分对比，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t =11.052，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 4
周、8 周 PDQ-39 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t =4.447，t =3.806；t =4.692，t =3.910，

P<0.05）；实验组患者治疗后 8 周 PDQ-39 评分均

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3 .821，

P<0.05），见表 2。

表2　2组患者治疗前后PDQ-39评分对比（x±s，分）

分组 治疗前 治疗后4周 治疗后8周

实验组（n=40） 41.95±8.11 30.07±7.10△ 20.11±6.22△*

对照组（n=40） 42.16±8.07 33.66±7.59△ 28.26±6.85△

注 ：与同组治疗前对比，△P<0 .05，与对照组对比，
*P<0.05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HAMD 评分对比

两组患者治疗前 HAMD 评分对比，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t =9.558，P>0.05）；2 组患者治疗后 4
周、8 周 HAMD 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t =3.864，t =3.211；t =3.885，t =3.346，

P<0.05）；实验组患者治疗后 4 周、8 周 HAMD 评分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3.302，

t =2.975，P<0.05），见表 3。

表3　2组患者治疗前后HAMD评分对比（x±s，分）

分组 治疗前 治疗后4周 治疗后8周

实验组（n=40） 22.47±5.06 12.59±4.46△* 9.58±2.49△*

对照组（n=40） 22.13±5.15 17.26±4.13△ 15.33±3.26△

注 ：与同组治疗前对比，△P<0 .05，与对照组对比，
*P<0.05

2.4　两组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

实验组患者临床控制率和总有效率均显著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1.314，χ2=4.211，

P<0.05），见表 4。

表4　2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n，％）

分组 临床控制 好转 无效 总有效

实验组（n=40） 29（72.50％）* 11（27.50％） 0（0.00％） 40（100.00％）*

对照组（n=40） 14（35.00％） 22（55.00％） 4（10.00％） 36（90.00％）

注：与对照组对比，*P<0.05

2.5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对比

实验组患者发生头晕 2 例、恶心 / 食欲减退 3
例、失眠 / 兴奋 1 例；对照组发生头晕 2 例、恶心

/ 食欲减退 2 例、失眠 / 兴奋 1 例。2 组患者不良反应

发生率分别为（15.00％ 和 12.50％），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χ2=0.105，P>0.05）。所有不良反应者均未经

特殊处理，随治疗时间延长而逐渐消失。

3　讨论

帕金森病是除阿尔茨海默氏症之外临床最常见

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以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进行

性丢失和残存神经元内路易小体形成为主要病理改

变。该病主要表现为静止性震颤、运动迟缓、肌强

直以及姿势步态异常等运动性症状和睡眠障碍、焦

虑抑郁、认知障碍等非运动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生

存质量。大量研究报道指出，帕金森病患者抑郁发

生率已经由 25％~30％上升至 50％以上，且呈现逐

年升高趋势［9］。陈乾等［10］的研究也指出，亚洲帕金

森病患者更容易并发抑郁和焦虑，且二者之间存在

重叠可能性，对患者的生活质量产生明显影响。因

此，研究帕金森病并发抑郁的有效治疗方案对控制

患者病情和改善生活质量尤为重要。

目前，临床上对于帕金森病轻度认知障碍并发

抑郁的临床治疗主要采取药物保守治疗，晚期患者

可选择手术治疗。常用的抗抑郁方案为多巴胺替代

疗法，普拉克索为多巴胺受体激动剂，能够选择性

激活多巴胺 D2 和 D3 受体，控制情感障碍，抗抑郁效

果明显。Ransmayr 等［11］的研究也指出，对有非运动

症状的帕金森病患者实施持续性多巴胺替代治疗能

够在 8 周内有效改善患者睡眠、疲劳、焦虑和抑郁等

状态。本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和对照组组患者经 8
周治疗后 UPDRS 评分、PDQ-39 评分以及 HAMD 评

分均得到显著改善，临床控制率达 35.00％，治疗总

有效率达 90.00％，与上述研究相符。

多种神经递质类药物联用能够提高抗抑郁效果。

艾司西酞普兰为新型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类抗抑

郁药物，能够通过抑制 5- 羟色胺的再摄取过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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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突触间隙的 5- 羟色胺神经递质水平，达到抗抑郁

效果［12］。本研究结果显示，普拉克索与艾司西酞普

兰联合应用后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提升至 100.00％，

实验组患者治疗后 8 周精神、行为和情绪、日常活

动和运动功能评分、PDQ-39 评分以及 HAMD 评分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提示合并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后，实验组患者帕金森

病病情以及抑郁状态控制效果均得到更显著提升。

另外，在不良反应方面，2 种治疗方案均在治

疗初期出现轻度不良反应，随疗程延长逐渐自行消

失，安全性较高。

综上所述，普拉克索联合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帕

金森病轻度认知障碍伴发抑郁临床疗效相对于单用

普拉克索的疗效更显著，能够更有效改善患者抑郁

状态和帕金森病病情，可作为这类患者的优选治疗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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