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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司西酞普兰联合认知行为治疗对抑郁症的效果

李俊青 、 安军涛

【摘要】 目的　探讨艾司西酞普兰联合认知行为治疗对抑郁症的效果。方法　将 2017 年 1 月

~2019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 76 例抑郁症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 38 例患者采用艾司西酞普兰治疗，

观察组 38 例患者采用艾司西酞普兰加认知行为治疗，比较两组的 HAMD 和 WHOQOL 评分在干预前

后的变化。结果　干预后两组患者 HAMD 评分都明显下降，观察组的 HAMD 评分的降低程度比对照

组更明显（P< 0.05）；干预后两组的 WHOQOL 量表各内容评分均升高，观察组的 WHOQOL 评分升高

程度比对照组更明显（P< 0.05）。结论　认知行为治疗联合艾司西酞普兰治更能够减轻抑郁症患者

的抑郁程度，对患者的生理、心理、社会关系、环境等方面均有更好的改善作用，可提高患者的生

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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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escitalopram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on depression patients 
　　LI Junqing，AN Juntao. Department of Neurology，The Anyang District Hospital in Puyang，Anyang 45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escitalopram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Methods　76 depression patients from January 2017- March 2019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

ed and divided randomlyinto two groups，38 patients in each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by escitalopram，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escitalopram citalopram combine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The scores of HAMD 

and WHOQOL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scores of HAMD in both of two group 

were decreased，and decrease of the HAMD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more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cores of WHOQOL scale in both of two groups were increased，and the increase of WHOQOL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more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escitalopram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an reduce the depression degree，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patients' physiology，psy-

chology，social relations，environment and other aspects，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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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常见精神障碍，常常反复发作，严重

影响患者的社会功能，严重者还会出现自杀、自伤

行为［1，2］。药物治疗是抑郁症患者的首选治疗之一，

但对部分患者疗效欠佳，心理治疗对抑郁症患者的

疗效肯定。本次选择我院收治的抑郁症患者 76 例为

对象，旨在观察艾司西酞普兰联合认知行为治疗的

临床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时间段是在 2017 年 1 月 ~2019 年 3

月，纳入我院收治的 76 例抑郁症患者为对象，患者

病情均符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5 版）》［3］

中的诊断标准，沟通能力正常，临床资料完善；排除

合并重大脏器器质性（心血管和肝胆、肾脏等）疾病

和血液疾病、全身感染的患者，使用 2 种及以上抗

精神药物的患者以及重度躯体疾病、其他精神疾病

史、妊娠期及哺乳期的患者亦排除［4］。随机法将 76
例患者分成两组各 38 例：观察组年龄 31~57 岁、平

均（45.9±2.3）岁，病程 1~9 年、平均（5.3±1.5）年，

男性 15 例和女性 23 例；对照组年龄 32~59 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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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7±2.1）岁，病程 2~9 年、平均（5.4±1.7）年，

男性 14 例和女性 24 例。两组患者年龄和病程以及

性别占比资料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让患者服用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批准

文号：国药准字 H20130106；规格：10mg），初始用药

剂量是单次给药 5mg、每天用药 1 次，叮嘱患者每天

早晨和早餐一起服用，期间依患者的实际病情变化

和耐受程度调节用药剂量，但控制在每天 10-20mg；

并对患者实施基础的健康教育，包括抑郁症发生机

理、药物治疗有效性等［5］。

观察组：认知行为干预：（1）认知行为干预方案

确立：请专业的心理理疗师给患者实施认知行为治

疗，本次研究中的认知行为干预工作分成 4 个阶段，

每个阶段治疗时间为 10d。第一阶段：协助患者对其

不良认知、情感以及行为类型进行适应，给患者详

细解释自身病情与现状，让患者对抑郁症有着进一

步的认识。纠正患者的不良表现，指导患者进行适

当的自我监测思维，引导患者进行合理的情感与行

为治疗。对各项护理工作给患者进行详细指导和说

明，扩大患者的认知范围，必要时给患者做正确的

认知示范。第二阶段：引导患者养成良好的认知与行

为，使其不良认知与行为被及时替代，指导患者学

习新的认知与行为，并帮助患者将其逐渐融于日常

生活中。第三阶段：指导患者学习新的认知模式，协

助患者在社会情境中使用和实践，用良好的认知模

式将自身旧的认知模式替代。指导患者用想象的方

法处理问题，或者模拟和创设情景，引导患者在实

际的生活中锻炼自己。第四阶段：对患者的自我效能

进行全面评价，指导患者认识自我处理认知与情境

的效果。指导患者在各种练习的过程中进行合理的

自我监察，保证其自身的行为与认知被监察。（2）认

知行为干预方案实施：医生和患者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和交流，告诉患者认知行为干预对自身病情控制和

恢复的重要性，提高患者的配合度，每周对患者进

行 2 次的心理理疗，持续 1 个月后给患者改为每周

心理理疗 1 次，每次大概心理理疗 50min 左右。依

据患者的实际情况为其布置作业，让患者按时吃饭，

在规定的时间起床，自己打扫卫生，叮嘱患者在日

常生活中独自完成各种小事。组织患者参加医院组

织的健康讲座，在讲座的过程中加强患者之间的交

流，并让患者了解到更多的专业知识，为患者详细

讲解所用药物出现的不良反应及处理对策，根据实

际情况给患者适当的奖惩，以对患者的临床治疗效

果起到刺激和巩固的作用，逐渐加强患者的病情改

善程度；请治疗痊愈的患者来现场分享治疗和恢复

经验，提高其他患者的治疗积极性和配合度。医护

人员与患者进行亲密互动，用角色扮演的方式让患

者了解到抑郁症的危害，引导患者建立正确的三观，

纠正患者旧观念中的错误，让患者能够以积极健康

的心态面对生活。

1.3　观察指标

选择的 76 例患者持续干预 6 个月后判断效果，

期间注重患者抑郁程度和生存质量的改善观察，在干

预 2 个月、4 个月以及 6 个月时，对患者的抑郁程度

进行评价，同时干预 3 个月和 6 个月时，评价患者的

生存质量，主要是包括生理、心理、社会关系、环境

这四方面内容，将得到的分值与干预前和两组比较。

1.4　评价标准

抑郁采用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判断［6］：

该量表以＞ 17 分为分界值，表示患者抑郁症状具有

临床意义，评分＜ 7 分表示正常，7-17 分表示可能

具有抑郁症状，17-24 分表示肯定具有抑郁症状，＞

24 分表示抑郁症状严重，得分高表示患者的抑郁症

状严重。

生存质量采用生存质量简表（WHOQOL）评分

判断［7］：该量表中含有生理和心理以及社会关系、环

境这四方面内容，量表中共计 26 个条目，总分值在

0-100 分之间，得分高表示患者的生存质量好。

1.5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软件选择 SPSS 24.0，性别占比用（％）

表示，采用卡方检验统计学意义；年龄和病程资料

以及 HAMD 与 WHOQOL 评分用（x±s）表示，采用 t
检验统计学意义；检验得 P<0.05 时，表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的干预前后 HAMD 评分变化

通过下表（表 1）分析得出，干预前观察组的

HAMD 评分与对照组比较无差异，P>0.05；干预 2-6
个月两组患者的 HAMD 评分均见降低，但相较于观

察组的 HAMD 评分，对照组的 HAMD 评分降低程度

较小，P<0.05；说明抑郁症患者在接受艾司西酞普

兰治疗的同时，辅以认知行为治疗的作用明显，对

患者抑郁程度的改善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见表 1。

2.2　比较两组的干预前后 WHOQOL 评分变化

通过下表（表 2）分析得出，干预前观察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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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QOL 评分与对照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干预 3-6个月两组患者的 WHOQOL 评分均见升高，但

相较于对照组的 WHOQOL 评分，观察组的 WHOQOL

评分升高程度明显，P<0.05；说明认知行为治疗使艾

司西酞普兰治疗的抑郁症患者生存质量显著改善，见

表 2。
表1　比较两组的干预前后HAMD评分变化（x±s，分）

组别 干预前 干预2个月 干预4个月 干预6个月

观察组 21.36±2.41 17.34±0.70 14.37±0.83 12.58±0.62

对照组 21.41±2.50 19.60±0.52 17.65±0.52 15.98±0.31

t 0.0888 15.9764 20.6437 30.2360

P 0.5019 0.0000 0.0000 0.0000

表2　比较两组的干预前后WHOQOL评分变化（x±s，分）

时间 组别 生理 心理 社会关系 环境

干预前 观察组 15.23±3.12 14.15±3.26 13.57±3.5410.90±1.32

对照组 15.45±3.09 14.20±3.41 13.63±3.6010.87±1.41

t - 0.3088 0.0635 0.7692 0.0957

P - 0.5136 0.5371 0.5409 0.5403

干预3个月 观察组 21.63±1.94 23.01±1.52 21.09±3.5713.06±1.24

对照组 17.10±1.54 18.04±1.67 17.58±3.4211.73±1.50

t - 11.2739 13.5673 4.3766 4.2127

P - 0.0000 0.0000 0.0361 0.0365

干预6个月 观察组 23.08±0.75 25.90±0.47 23.46±0.4815.05±0.43

对照组 18.90±0.41 19.02±0.43 19.11±0.7212.37±0.19

t - 30.1459 58.7387 30.9883 35.1423

P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3　讨论

抗抑郁药物治疗是抑郁症的重要治疗手段，艾

司西酞普兰是常用的一种，它通过抑制 5- 羟色胺的

再摄取来发挥抗抑郁的效应。既往研究表明艾司西

酞普兰起效快且耐受性佳，但纠正抑郁症患者的不

良认知作用有限［8，9］。抑郁症的患者往往存在不良的

思维和认知，被认为是造成抑郁情绪的关键因素之

一。所以通过认知行为治疗来纠正抑郁症患者的不

良认知，可以改善患者的情绪，对患者的自杀行为

起到预防和抑制作用。认知行为疗法的目的是帮助

抑郁症患者更为准确的识别自身认知情况，从而协

助患者对自身的认知扭曲情况进行有效的纠正，以

起到纠正患者不良行为的作用，既往研究表明［10 认

知行为疗法能够显著提高患者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抑郁症患者接受艾司西酞

普兰和认知行为疗法干预后，情绪和生存质量均由

优于对照组，说明艾司西酞普兰联合认知行为疗法

的效果更好。认知行为疗法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对

其认知扭曲情况进行合理的纠正，注重让患者通过

生活经历改变其消极对待问题的态度和选择的方式，

及时消除和抑制患者产生的悲观思想，促使患者对

自己的评价逐渐改观，不断提升患者的自信心，加

强患者的心理承受能力，从而使患者能够承担更多

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改善自己周围的氛围，以良好

的环境氛围维持和巩固其治疗效果。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样本量不够大，而且一

些因素可能影响抑郁症患者情绪和生存质量，如社

会支持系统，患者对特定药物的治疗反应不同等，

本研究无法完全控制住上述因素的干扰，但本研究

初步说明：艾司西酞普兰联合认知行为治疗对抑郁症

的作用明显，不仅可以减轻患者的抑郁程度，还可

显著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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