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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酸艾司西酞普兰联合激素补充治疗女性更年期抑郁症合并高血压前期的
临床疗效

赵洪国 、 王　伟 、 张秀泉 、 顾　镭

 【摘要】目的　观察用草酸艾司西酞普兰联合激素补充治疗（HRT）对女性更年期抑郁症合并高

血压前期（PHT）的疗效。方法　将更年期妇女抑郁症合并 PHT 患者 82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

各 41 例。对照组予以 HRT，观察组予以 HRT 联合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对比两组的治疗前后血

压水平、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变化、抗抑郁效果。结果　治疗后两组 24h 平均收缩压

（24hSBP）、24h 平均舒张压（24hDBP）、24h 收缩压变异（24hSSD）及 24h 舒张压变异（24hDSD）均

明显降低（P< 0.05），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血压恢复正常率及抗抑郁总有效率

为 90.24％、85.37％，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41.46％、58.54％（P< 0.05）；治疗后 2 周、4 周及 8 周，两

组 HAMD 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P< 0.05），且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更年期妇女

抑郁症合并 PHT 应用草酸艾司西酞普兰联合 HRT 治疗可提高抗抑郁效果，降低血压波动幅度，促

进血压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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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nical efficacy of escitalopram oxalate combined with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in treating meno-
pausal depression with prehypertension　ZHAO Hongguo，WANG Wei，ZHANG Xiuquan，et al. Feicheng Mining 
Central Hospital，Specialist Department，Feicheng 271613，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escitalopram oxalate combined with hormone re-

placement therapy（HRT）in treating menopausal depression with prehypertension（PHT）. Methods　A total of 82 

menopausal women with depression and PHT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41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HRT，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HRT combined with escitalo-

pram oxalate therapy. The blood pressure levels，scores of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were evaluat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the antidepressant effec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24h average systolic blood pressure（24h SBP），24h average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24h DBP），24h systolic pres-

sure variation（24h SSD）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variation and 24h（24hDSD）i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before treatment（P<0.05），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The blood pressure returned to normal rate and antidepressant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0.24％ and 85.37％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41.46％ and 58.54％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After treat-

ment 2 weeks，4 weeks and 8 weeks，the HAMD score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before treatment

（P<0.05），and i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
sion　Escitalopram oxalate combined with HRT in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of menopausal women with PHT can improve 

the antidepressant effect，reduce the blood pressure fluctuations，promote blood pressure returned to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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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前期（PHT）是临床高血压及血压增高性

心血管事件前期状态，为环境、遗传及社会心理等

多因素导致的心身疾病，更年期女性高血压则是发

生与心理因素及生理因素共同作用所致典型代表［1］。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7 年第 44 卷第 2 期 - 285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更年期女性由于体内雌激素分泌减少，导致内分泌

系统功能失调以及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在社会、神

经、心理及生理等诸多因素影响下，导致更年期女

性容易发生抑郁症。文献研究资料显示，高血压合

并抑郁症时将增加患者的心脑血管意外发生风险，

而抑郁症又将影响降压药物的治疗效果［2］。因此，

对更年期妇女抑郁症合并 PHT 患者，合理应用抗抑

郁药物对于控制血压水平正常、预防高血压的临床

价值值得深究。我院对更年期女性抑郁症合并 PHT

患者在激素补充治疗（HRT）基础上加用草酸艾司西

酞普兰治疗，获得良好疗效，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

1.1.1　纳入标准①符合《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

（2010 版）［3］中 PHT 的诊断标准，即收缩压（SBP）

120～139mmHg，舒张压（DBP）80～89mmHg，经 2
名心内科医师确诊，病程≥ 6 个月。②处于更年期

女性，年龄 45～60 岁；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及诊

断标准（第 3 版）［4］中关于抑郁症的诊断标准，且经

2 名精神科医生病史询问、临床症状观察、体格检查

及促甲状腺素释放激素抑制试验（TRHST）、地塞米

松抑制试验（DST）等检查确诊；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17 项）评分≥ 18 分。③患者自愿参与本次

临床试验，且签署了知情同意书。④研究获医院伦

理委员会审批。

1.1.2　排除标准①其他疾病所致继发性高血压

者；②确诊为临床高血压及具有高血压危象者；③近

1 年内存在严重心脑血管疾病史者；④合并严重心、

肝、脑、肺、肾等重要脏器功能不全者；⑤合并恶性

肿瘤、血液系统疾病者；⑥具有严重自杀倾向者、酒

精和药物依赖史者。⑦妊娠期、哺乳期或计划妊娠

女性。

1.2　一般资料 

纳入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我院门诊确

诊且治疗的更年期抑郁症合并 PHT 患者 82 例，以

前瞻性单盲计算机随机法分组，即在患者不知分组

情况基础上对患者进行个体编号，选定开始数字

（1～86），获取样本号码，偶数归为观察组，奇数

归为对照组，各 41 例。观察组年龄 45～60（51.23
±3.98）岁；病程 7～24（11.42±5.64）个月。对照组

年龄 45～60（50.67±4.12）岁；病程 7～27（12.13±

5.71）个月。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1.3　方法

1.3.1　基础治疗　两组予以低盐低脂饮食、适当

运动、控制体重、疾病知识健康教育以及心理疏导。

1.3.2　对照组　本组应用 HRT 治疗，即予以

结合雌激素（0.625mg/ 次，1 次 /d）以及安宫黄体酮

（5mg/ 次，1 次 /d）口服，疗程 8 周。

1.3.3　观察组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草酸艾

司西酞普兰治疗，初始剂量为 5mg/d，此后逐步增加

用药剂量至 10～20mg/d，疗程 8 周。

1.4　观察指标

1 .4 .1　血压水平　治疗前及治疗 8 周末，测

定 24h 动态血压，并计算患者的 24h 平均收缩压

（24hSBP）以及 24h 平均舒张压（24hDBP），同

时计算 24h 收缩压变异（24hSSD）以及 24h 舒张

压变异（24hDSD）。统计治疗后血压正常率，即

SBP<120mmHg，DBP<80mmHg。

1.4.2　抑郁状态　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第 2、

4、8 周，评价 HAMD 得分，得分越高则抑郁状态越

严重。

1.4.3　安全性评价　治疗前后各进行 1 次血常

规、肝肾功能检查，评价用药安全性。

1.5　抗抑郁疗效标准 

痊愈：治疗后 HAMD 评分较治疗前降低≥ 80％；

显效：治疗后 HAMD 评分降低 60％～～79％；有效：

治疗后 HAMD 评分降低 30％～59％；无效：治疗后

HAMD 评分降低 <30％甚至增加。

1.6　统计学分析 

数据应用 SPSS18.0 统计学软件处理，计量资

料以平均数 ± 标准差（x±s ）描述，计数资料以率

（％）描述，分别经 t 检验和 χ2 检验，P<0.05 表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HAMD 评分 

治疗后 2、4、8 周两组 HAMD 评分均较治疗前

明显降低（P<0.05），并且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见表 1。

2.2　抗抑郁效果 

观察组的抗抑郁 8 例痊愈，17 例显效，10 例有

效，6 例无效，痊愈率为 19.51％（8/41），总有效率

为 85.37％（35/41）；对照组 1 例痊愈，11 例显效，

12 例有效，17 例无效，痊愈率为 2.44％（1/41），总

有效率为 58.54％（24/41）。观察组的痊愈率及及总

有效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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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血压水平 

治疗后两组 24hSBP、24hDBP、24hSSD 及

24hDSD 均明显降低（P<0.05），且观察组明显低于对

照组（P<0.05）。治疗终点，观察组 37 例（90.24％）

血压复常，对照组 17 例（41.46％）血压复常，观察

组的血压复常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1　两组治疗前后HAMD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2周 4周 8周

观察组 41 26.46±5.56 15.02±3.78*# 10.76±2.23*# 6.45±1.02*#

对照组 41 25.78±5.89 20.24±4.27* 19.34±4.43* 18.62±3.14*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2　两组治疗前后血压变化比较（x±s，mmHg）

组别 时间 24hSBP 24hDBP 24hSSD 24hDSD

观察组
治疗前 134.36±9.78 84.56±4.45 19.23±3.45 13.45±3.02

治疗后 120.69±8.85* 75.55±3.97* 14.02±2.87*# 8.89±2.24*#

对照组
治疗前 132.02±9.43 85.35±4.68 19.95±3.87 13.68±3.27

治疗后 125.79±8.26* 80.67±3.12* 17.67±3.12* 10.73±2.78*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4　安全性评价 

观察组 3 例胃部不适，2 例轻度眼干，不良反应

率为 12.20％（5/41）。对照组 2 例胃部不适，1 例乳

胀，副反应为 7.32％（3/41）。两组副反应率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更年期女性由于社会、心理及生理因素异常变

化，极易产生抑郁、焦虑等情感障碍，导致交感神

经系统功能亢进、植物神经系统功能紊乱。而交感

神经系统功能亢进以及植物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在高

血压的发生及发展中具有关键性作用，可引起心率

增快及血压升高［5］。目前，抑郁症已成为临床公认

的高血压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长期慢性抑郁

状态可导致血压持续升高，促使 PHT 发展成为高血

压，且将增加血压变异性，影响降压干预治疗效果。

文献研究显示，更年期抑郁症与高血压（含 PHT 在

内）共病率高达 20％-30％［6］。因此，积极控制更年

期抑郁症可能有利于控制血压水平、降低血压变异

性，从而降低高血压及其所致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 

临床研究表明，雌激素水平降低与更年期抑郁

症有密切关系，应用 HRT 治疗能够有效改善更年期

症状，对于情绪、心理等易于症状有一定的改善作

用［7］。推测对更年期抑郁症伴高血压患者应用 HRT

治疗能够通过调节心理状态而促进血压降低。孟犁

南等［8］研究发现，对围绝经期原发性高血压妇女在

降压治疗的基础上加用 HRT 治疗不仅能够改善患者

的激素水平，且可提高降压效果。但抑郁情绪可导

致交感神经活性增加，加之雌激素周期紊乱，导致

更年期高血压患者的昼夜血压波动明显，造成血压

变异性升高，故单纯 HCT 治疗虽然有利于促进血压

降低，但对患者的血压波动影响并不大。本研究中，

对照组单用 HRT 治疗，第 2 周是 HAMD 评分较治

疗前显著降低，而在第 4 周开始 HAMD 评分基本维

持稳定，无明显的降低趋势，抗抑郁总有效率仅为

58.54％，疗效并不理想，与郁琦等［7］报道相似。郭

素坤等［9］研究发现，对于合并焦虑抑郁的更年期女

性 PHT 患者，应用抗焦虑抑郁药物治疗能够降低患

者的心率变异性，有利于更好地控制血压水平。由

此可见，对更年期抑郁症合并高血压患者加用抗抑

郁药物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是目前临床应用于治疗抑郁

焦虑等心理精神障碍的常用选择性 5- 羟色胺再摄

取抑制剂（SSRIs）之一，其能够对突触前膜再摄取

5-HT 产生选择性阻滞作用，提高突出间隙内 5-HT

的含量，提高中枢神经系统中 5-HT 的水平，从而

使得突触后膜中 5-HT 受体的含量以及敏感性降低，

最终实现增强神经活动以及减轻抑郁症状的作用［1］。

此外，草酸艾司西酞普兰还具有保护血管内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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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抗血小板聚集以及抑制炎症反应等功效，能够

有效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对高血压及其并发

症也具有一定防治效果［5］。潘继英等［10］研究表明，

草酸艾司西酞普兰具有促进大脑海马区域细胞生长

的作用，能够进一步增强药物的抗抑郁效果。本研

究中，观察组在 HRT 治疗基础上，加用草酸艾司西

酞普兰辅助治疗，结果显示，两组治疗后 24hSBP、

24hDBP、24hSSD 及 24hDSD 均明显降低，且观察组

明显低于对照组，治疗末期，观察组的血压恢复正

常率明显高于对照组（90.24％ vs 41.46％）。这可能

与草酸艾司西普兰辅助治疗更年期抑郁症合并 PHT

能够有效减轻抑郁情绪，缓解其所致植物神经紊乱

以及交感神经活动功能亢进，从而降低心率变异性、

改善血管舒缩障碍有关。治疗后 2 周、4 周及 8 周，

两组 HAMD 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的抗抑

郁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85.37％ vs 58.54％），

认为酸艾司西酞普兰辅助治疗更年期抑郁症合并高

血压能够提高抗抑郁效果。药物研究表明，草酸艾

司西酞普兰几乎无心血管系统副反应，患者的耐受

性较好，对于更年期抑郁症合并 PHT 患者尤为适

用［11］。本研究中，观察组加用草酸艾司西酞普兰后，

不良反应率为 12.20％，与对照组的 7.32％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用药安全性与耐受性均较好。

综上所述，草酸艾司西酞普兰联合 HRT 治疗更

年期抑郁症合并 PHT 能够有效缓解抑郁症状，缩短

抗抑郁起效时间，并可降低血压变异性，促进血压

恢复正常，且几乎不增加药物副作用。但本研究样

本数量较小、用药时间及观察时间均较短，关于其

远期效果及安全性、具体作用机制尚有待大样本、

长程随访观察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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