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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酸艾司西酞普兰联合喹硫平治疗抑郁症合并高血压患者的疗效与安全性

琚冬梅 、 曾　秋 、 戈旭伟 、 琚新梅

【摘要】目的　探讨草酸艾司西酞普兰联合喹硫平治疗抑郁症合并高血压患者的疗效与安全性。

方法　本院 2018 年 5 月 ~2019 年 5 月收治的 86 例抑郁症合并高血压患者，随机分为常规组（草酸艾

司西酞普兰片治疗）、研究组（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联合喹硫平片治疗），各 43 例。比较两组的疗效

和安全性。结果　研究组整体疗效高于常规组（P< 0.05）；研究组治疗后 24h 收缩压、24h 舒张压均

低于常规组（P< 0.05）；研究组治疗后第 2 周、第 4 周、第 8 周 HAMD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低于常

规组、（P< 0.05）；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两组无明显差异（P> 0.05）。结论　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与喹硫

平联合治疗可以减轻抑郁症合并高血压的患者的抑郁程度、降低血压，而且不良反应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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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and safety of escitalopram combined with quetiapine in depression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JU Dongmei，ZENG Qiu，GE Xuwei，et al. Jiaozuo Coal Industry（Group）Co. ，Ltd. Central Hospital，Jiaozuo 
454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escitalopram combined with quetiapine in depres-

sion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Methods　86 depression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were divided into routine group

（escitalopram，n=43）and research group（escitalopram combined with quetiapine，n=43）.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overall efficacy of the research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outine group

（P<0.05）. The 24-hour systolic pressure and 24-hour diastolic pressure of the research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routine group（P<0.05）. The HAMD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score of the research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routine group at the 2nd，4th and 8th weeks after treatment，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otal incidence between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Escitalopram combined 

with quetiapine can not only alleviate depression and reduce blood pressure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patients with hy-

pertension，but also have fewer adverse reactions.

【Key words】Escitalopram；Quetiapine；Depression；Hypertension；Therapeutic effect

抑郁症发生率逐步攀升，抑郁症和高血压互相

影响，互为发病的风险因素［1，2］。合理抗抑郁治疗，

不仅能够有效控制患者血压水平，而且还可以积极

预防不良心脑血管事件［3］。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是一

种常用的有效的抗抑郁药物［4］。喹硫平虽然并不是

抗抑郁症的典型药物，但是有增强抗抑郁的效果［5］。

本文以 86 例抑郁症合并高血压患者作为此次研究观

察对象，重点探讨了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与喹硫平

片联合用药效果，以供临床有效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组 43 例患者中包括 27 例男性和 16 例女

性，年龄 20~55 岁，平均（33.4±4.2）岁；病程 2~10
年，平均（5.2±0.9）年。常规组 43 例患者中包括

26 例男性与 17 例女性，年龄 21~57 岁，平均（33.8
±4.5）岁；病程 1~10 年，平均（5.1±0.7）年。总共

86 例抑郁症合并高血压患者，均收治 2018 年 05 月

~2019 年 05 月，并通过电脑随机法，予以分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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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临床资料 P 值＞ 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

分组探讨。

1.2　入组与排除标准

入组标准：抑郁症诊断标准符合第 10 版《国际

疾病分类》［6］；高血压诊断标准符合 2010 年版《中国

高血压防治指南》［7］；HAMD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估

≥ 10 分；均知晓此次研究意义及目的，已经签署同

意书；通过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

排除标准：药物依赖、酒精依赖；哺乳期或者是

妊娠期女性；癫痫；合并其他严重躯体性疾病；存在

相关药物禁忌症；临床资料不全；非自愿参与。

1.3　方法

给予所有患者运动治疗、饮食治疗，严控体重，

同时为患者应用相同种类和剂量的降压药物治疗。

常规组经过上述对症处理后，口服草酸艾司

西酞普兰片（H20150163），即：每次口服 10mg，每

日 1 次。围绕患者实际病情合理调整用药量，用量

<20mg/d。治疗 8 周。

研 究 组 则 在 常 规 组 基 础 上 加 用 喹 硫 平 片

（H20030742），即：每次口服 100-400mg，每晚临睡

前用药。治疗 8 周。

1.4　观察指标

（1）整体疗效为显效 + 有效病例数之和占总病

例数的百分比，即：临床治疗后，患者 HAMD 评分

改善 90％及以上，相关症状彻底消退或消失大部分，

视为显效；临床治疗后，HAMD 评分改善 50％及以

上，相关症状明显减轻，但是依然需要患者继续坚

持服药，视为有效；临床治疗后，HAMD 评分改善

<50％，相关症状无任何变化，或加重、恶化，视

为无效；（2）治疗前、治疗后第 2 周、第 4 周、第 8
周时，利用 HAMD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8］评估患者抑

郁程度，重度抑郁 24 分以上，中度抑郁 17-24 分，

轻度抑郁 9-17 分。分值越高，抑郁越严重；（3）

治疗前以及疗程结束后，检测患者 24h 动态血压水

平，包括舒张压、收缩压；（4）观察两组患者排便

不畅、食欲不振、恶心 / 口干、乏力等不良反应的发

生情况。

1.5　统计学分析

汇 总 分 析 研 究 数 据 ， 并 利 用 统 计 学 软 件

SPSS22 .0 进行处理并进行对比检验结果，以［例

（％）］描述计数资料，检验差异以 χ2 表达；以（x±

s）描述计量资料，检验差异以 t 表达。P 值 <0.05 提

示统计学意义成立。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治疗整体疗效对比

研究组临床治疗整体疗效高达 90.70％，常规组

临床治疗整体疗效高达 76.74％，两组对比，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详情见表 1。
表1　两组临床治疗整体疗效对比［例（％）］

小组 病例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体疗效

研究组 43 18（41.86％）21（48.84％） 4（9.30％） 39（90.70％）

常规组 43 13（30.23％）20（46.51％）10（23.26％）33（76.74％）

χ2 - 13.674

P - <0.05

2.2　两组治疗前后 24h 动态血压对比

治疗前两组 24h 动态血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 .05），治疗后两组 24h 动态血压均明显降

低，且研究组明显低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情见表 2。
表2　两组治疗前后24h动态血压对比（x±s，mmHg）

小组 病例
24h舒张压 24h收缩压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43 86.4±4.5 75.2±3.8 133.1±9.4 121.2±8.8

常规组 43 86.1±4.8 80.3±3.3 133.3±9.9 126.1±8.5

t - 0.779 11.528 0.800 10.029

P - >0.05 <0.05 >0.05 <0.05

2.3　两组治疗前及治疗后抑郁程度对比

治 疗 前 两 组 H A M D 评 分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治疗后第 2 周、第 4 周、第 8 周，两组

HAMD 评分呈逐步减低趋势，且研究组下降趋势明

显优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情

见表 3。
表3　两组治疗前后HAMD评分对比（x±s，分）

小组 病例 治疗前 治疗后第2周 治疗后第4周 治疗后第8周

研究组 43 32.7±5.1 23.2±5.6 18.5±4.3 6.7±1.3

常规组 43 32.9±5.5 26.7±5.4 20.5±4.1 18.6±4.5

t - 0.610 8.227 5.481 5.328

P - >0.05 <0.05 <0.05 <0.05

2.4　两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对比

研究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只有 13.95％，常规组

不良反应总发生率只有 16.28％，两组对比，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详情见表 4。

3　讨论

抑郁症具有较高的发病率，治疗方法包括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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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治疗、心理干预、物理方法等［9］。药物治疗是最

常用治疗方法之一，其中包括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的

5-HT 再摄取抑制剂应用十分广泛。这一类药物选择

性较高，提高突触间隙的 5-HT 浓度［10，11］。临床实

践发现，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治疗总效率可达 52％

意［12］。喹硫平不是治疗抑郁症的典型药物，但是可

将其作为增强剂，进一步辅助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

发挥典型抗抑郁作用，主要通过阻断多巴胺受体、

5-HT 受体，达到增强剂效果［13］。本文联合应用了喹

硫平以及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联合治疗抑郁症合并

高血压患者，结果发现：研究组整体疗效明显高于常

规组（P<0.05）。可能的机制为：喹硫平能够有效亲

和 5-HT 受体，进而激活 5-HTIA 受体，达到抗抑郁

目的；与此同时，联合用药还可以选择性兴奋中脑边

缘系统、额前叶神经细胞，促使前额叶适量大量多

巴胺，最终达到减轻患者抑郁程度的目的［14］。

本研究还发现：治疗后第 2 周、第 4 周、第 8 周

的 HAMD 评分低于常规组（P<0.05）。与梅建华，

江瑞来，赵军飞［15］报道中的观察组 HAMD 评分低于

对照组的研究结果高度相符。另外，研究组 24h 动

态血压低于常规组（P<0.05），两组不良反应无差异

（P>0.05）。说明喹硫平联合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不

仅可以改善抑郁情绪，还可以增加降压效果。

总而言之，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联合喹硫平治

疗抑郁症合并高血压患者，不仅安全可靠，而且改

善抑郁更显著，还可以增加降血压效果。但本研究

样本量小，观察时间短，所以还需要更大样本，更

长观察期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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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对比［例（％）］

小组 排便不畅 食欲不振 恶心/口干 乏力 总发生率

研究组（43例）1（2.33％） 2（4.65％）2（4.65％）1（2.33％）6（13.95％）

常规组（43例）2（4.65％） 2（4.65％）1（2.33％）2（4.65％）7（16.28％）

χ2 - 0.169

P - >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