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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司西酞普兰联合帕瑞昔布钠对老年骨折术后患者心理状态及认知功能的
影响

蔺　攀 1 、 韦钟阳 2 、 牛云峰 3 、 高改凤 4

【摘要】 目的　探讨艾司西酞普兰联合帕瑞昔布钠对老年骨折术后患者心理状态及认知功能的影

响。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 月在我院接受骨折手术的老年患者 97 例作为本次研究的主体

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48 例）手术结束前给予帕瑞昔

布钠静推镇痛，观察组（49 例）在对照组基础上增加艾司西酞普兰口服治疗。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疼痛

介质、机体应激反应、炎症因子、VAS、HAMD、HAMA、MMSE 评分。结果　（1）与麻醉前相比，

观察组患者术后 Cor、NO、CRP、PGE2、5-HT 水平较前降低（P<0.05），且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

者 5-HT 水平降低更明显（P<0.05）；（2）术后 14d，两组患者 HAMD、HAMA 评分较前降低（P<0.05），

且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 HAMD 评分及 HAMA 评分降低明显（P<0.05）；（3）观察组患者术后

VAS 评分低于对照组，MMSE 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艾司西酞普兰联合帕瑞昔布钠不仅

能有效减轻老年骨折患者术后疼痛，还能缓解患者焦虑抑郁情绪，促进认知功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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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escitalopram combined with parecoxib sodium on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fractures　　LIN Pan，WEI Zhongyang，NIU Yunfeng，et al. 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s，
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Anyang，Anyang 45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escitalopram combined with parecoxib sodium on psychologi-

cal statu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fractures. Methods　A total of 97 elderly patients undergoing 

surgical treatment of fractures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January 2019 were col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the control group（48 cases）received parecoxib sodium for static analgesia before the end of surgery，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49 cases）received escitalopram orally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pain mediators，

body stress response，inflammatory factors，VAS，HAMD，HAMA and MMSE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1）Compared with before anesthesia，postoperative Cor，NO，CRP，PGE2 and 5-HT level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P<0.05），and the 5-HT level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2）14d after surgery，HAMD and HAMA score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lower

（P<0.05），an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HAMD and HAMA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

ly lower（P<0.05）. （3）Postoperative VAS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MMSE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Escitalopram 

combined with parecoxib sodium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reduce postoperative pain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fracture，but 

also reliev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nd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cognitiv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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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转子间骨折是骨折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类型，

老年人是股骨转子间骨折的高发群体，临床主要以

转子区肿胀、疼痛、肢体活动受限等为主要特征表

现，对患者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1］。手术能够通

过重建局部解剖结构，加之转子部位血液循环丰富，

快速改善患者症状体征，提升生活质量。但是术后

疼痛的出现，极易导致患者机体炎症反应及应激反

应进一步加重，促进焦虑抑郁情绪滋生，改变患者

心理状态，导致患者认知功能障碍发生，极不利于

患者术后的康复进程，因此，减轻患者术后疼痛，

对与改善患者心理状态及术后认知功能均有着重要

的临床意义。帕瑞昔布钠是临床上镇痛的常用药物，

有研究指出［2］，其在术后患者镇痛中有着较佳的效

果，但是，单纯镇痛对于改善患者术后不良情绪及

认知功能效果并不理想，该研究旨在观察艾司西酞

普兰联合帕瑞昔布钠对老年骨折术后患者心理状态

及认知功能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97 例股骨转子间骨折老年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入选

标准：经症状体格、X 线等检查确诊，符合股骨转子

间骨折诊断标准［3］；年龄 >65 岁；择期行手术治疗，均

为新鲜单侧闭合性骨折；患者认知功能正常；意识清

晰；股骨转子骨折 Evans 分型：Ⅰ b～Ⅰ d 型；美国麻

醉医师协会（ASA）分级Ⅰ～Ⅱ级；患者知情同意；术

后 1d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 >14 分，汉密

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 >17 分。排除标准：存

在手术禁忌症者；认知功能障碍患者；既往脑外伤史

者；开放性骨折患者，依从性差不能配合治疗者；既

往精神病史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所有患者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 48 例，男 28 例，女 20 例；年

龄 66～83 岁，平均（74.11±2.11）岁；受伤原因：交

通事故 15 例，摔伤 33 例；ASA 分级：Ⅰ级 13 例，Ⅱ

级 35 例；手术方式：动力髋部螺钉手术 19 例，股骨

近端抗旋髓内钉 29 例；术中出血量 277～345mL，平

均（308.32±13.11）mL；手术时间 101～131min，平均

（116.11±8.10）min。观察组 49 例，男 30 例，女 19
例；年龄 67～85 岁，平均（74.08±2.09）岁；受伤原因：

交通事故 19 例，摔伤 30 例；ASA 分级：Ⅰ级 10 例，

Ⅱ级 38 例；手术方式：动力髋部螺钉手术 22 例，股骨

近端抗旋髓内钉 27 例；术中出血量 281～350mL，平

均（311.28±13.07）mL；手术时间 99～128min，平均

（116.35±8.02）min。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术前检查、麻醉方法相同，手术均由

同一组医师进行操作，依据患者病情及选择分别给予

动力髋部螺钉及股骨近端抗旋髓内钉手术进行治疗，

对照组患者手术结束时给予帕瑞昔布钠（国药准字

J20080045，规格 40mg）静滴镇痛，指导患者进行功能

锻炼；观察组在此基础上于术后 1d 开始给予艾司西酞

普兰（批准文号：H20150163）口服，10mg/ 次，1次 /d。

1.3　观察指标

 （1）疼痛介质：于患者麻醉前及术后采集患

者清晨静脉血 5mL，3000rpm 离心 10min 后，保存

于 -80℃冰箱内，采用由北京易科攀博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提供的试剂盒，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患

者一氧化氮（NO）、5- 羟色胺（5-HT）及前列腺素

E2（PGE2）水平变化；（2）疼痛程度：依据视觉模拟

评分法（VAS）评价，总分 10 分，分数越高痛感越

强；（3）机体应激反应：采集静脉血 3mL，3000rpm

离心后低温保存，应用购自北京泰格科信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生产的试剂盒，采用增强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法检测患者麻醉前及术后皮质醇（Cor）水平变化；

（4）炎症反应：于患者麻醉前及术后采用雅培 C800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患者 C- 反应蛋白（CRP）

水平变化；（5）心理状态：焦虑情绪采用汉密尔顿焦

虑量表评分（HAMA）进行评价，其内包含心境、失

眠、各系统症状等 14 项内容，每项采用 0-4 分 5 级

评分法进行评价，分数越高提示患者焦虑情绪越严

重；抑郁情绪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HAMD）

进行评价，HAMD 评分内包含自卑感、能力减退感

等 24 项内容，评分 0-96 分不等，分数越高提示患

者抑郁情绪越严重；（6）认知功能：采用简易智力状

态检查量表评分（MMSE）对患者认知功能进行评价，

MMSE 评分包含 7 大维度 30 项内容，评分 0-30 分，

总分越高提示患者认知功能越佳。

1.4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计量资

料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以（x±s）表示。计数资料

比较采用 χ2 检验。P<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疼痛介质水平比较

麻醉前，两组患者 NO、PGE2、5-HT 水平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麻醉前相比，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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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两组患者 NO、PGE2、5-HT 水平将前明显降低

（P<0.05），且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 5-HT 水

平降低更明显（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疼痛介质水平比较（x±s）

组别 时间 NO（μmol/L）5-HT（μmol/L）PGE2（μg/L）

对照组（n=48）麻醉前 27.77±3.81 0.96±0.08 40.91±6.01

术后7d 13.38±1.13△ 0.39±0.05△ 15.63±2.55△

观察组（n=49）麻醉前 27.81±3.79 0.98±0.10 40.88±5.96

术后7d 13.34±1.11△ 0.23±0.02△▲ 15.66±2.53△

注：与麻醉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两组患者术后 VAS 评分比较

观察组患者术后 6、12、24、48h 的 VAS 评分均

较对照组低（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术后VA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术后6h 术后12h 术后24h 术后48h

对照组 48 4.11±0.75 3.55±0.70 2.61±0.39 2.30±0.31

观察组 49 2.65±0.51▲2.39±0.40▲2.11±0.16▲1.76±0.08▲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3　两组患者应激状态及炎症因子水平比较

麻醉前，两组患者 Cor 及 CRP 水平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与麻醉前相比，两患者组术后 48 

h Cor 及 CRP 水平均较前降低（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应激状态及炎症因子水平比较（x±s）

组别 时间 Cor（pg/L） CRP（mg/L）

对照组（n=48） 麻醉前 249.26±23.71 36.43±4.93

术后48h 226.35±22.35△ 25.65±4.61△

观察组（n=49） 麻醉前 251.11±23.66 36.35±4.90

术后48h 227.11±22.41△ 25.71±4.58△

注：与麻醉前比较，△P<0.05。

2.4　两组患者术后 HAMD、HAMA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术后 HAMD、HAMA 评分比较两组患

者术后 1d 的 HAMD、HAMA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 14d，两组患者 HAMD、HAMA 评分

较前降低（P<0.05），且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

HAMD 评分及 HAMA 评分降低明显（P<0.05），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术后HAMD、HAMA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HAMD评分 HAMA评分

对照组（n=48） 术后1d 19.29±1.31 16.85±0.87

术后14d 15.91±1.02△ 11.91±0.11△

观察组（n=49） 术后1d 19.32±1.29 16.91±0.85

术后14d 11.15±0.58△▲ 7.90±0.08△▲

注：与术后1d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5　两组患者术后 MMSE 评分比较

观察组患者术后 3、7、14 d 的 MMSE 评分明显

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5。
表5　两组患者术后MMSE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MMSE评分

术后3d 术后7d 术后14d

对照组 48 19.91±1.01 23.63±1.52 26.91±1.31

观察组 49 23.58±1.31▲ 25.89±1.61▲ 28.98±1.02▲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论

临床研究表明［4］，直接、间接暴力作用是导致转

子间骨折发生的主要原因，在外力作用下，随着跌

倒机体产生旋转，过度内收或者外展，大转子直接

撞击下引起骨折发生。骨折后临床以下肢外旋畸形，

肢体活动受限，肿胀、疼痛为主要表现，对患者的

生活工作等均造成严重影响。手术能够快速而有效

的改善患者症状，是临床上治疗股骨转子间骨折的

首选方案，其疗效得到临床一致肯定。但是，术后

随着麻醉效果的消失，因手术导致的剧痛极易促使

患者滋生焦虑抑郁负面情绪，进一步加重患者机体

应激反应，加重患者疼痛，影响患者术后认知功能

恢复［5］。手术是引起机体产生应激反应的巨大应激

源之一［6］，会促使机体的伤害性感受器激活，提升

机体敏感效应，引起炎性介质过度释放，进一步加

重对机体伤害性感受器末梢的刺激，降低疼痛阈值，

加重疼痛，改变患者心理状态，是导致患者术后认

知功能障碍的主要原因，极不利于患者术后的恢复，

随着年龄的增长，患者术后认知障碍发生率更高。 

帕瑞昔布钠是临床上一种较为常用的镇痛剂，

属于选择性 COX-2 抑制剂的一种，具有抗炎镇痛的

效果［7］。该研究显示，两组患者治疗后 5-HT、NO、

PGE2 水平均较麻醉前水平低，提示采用帕瑞昔布钠

静脉滴注镇痛能够有效减轻患者术后疼痛。 同时，麻

醉前，两组患者 Cor 及 CRP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麻醉前相比，两患者组术后 48 h Cor 及

CRP 水平均较前降低（P<0.05）。提示骨折会显著提

升机体应激反应，通过给予帕瑞昔布钠静脉滴注能够

有效减轻患者手术的应激反应，抑制机体应激反应。

临床分析认为，帕瑞昔布钠作用于机体后通过抑制前

列腺素及环氧化酶 2 合成，有效降低患者机体去甲肾

上腺素水平及血浆皮质醇水平，抑制机体炎症反应，

避免疼痛器官敏感化，减轻患者术后疼痛 ［8］。

术后疼痛过甚是导致患者术后并发症提升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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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认知功能障碍是术后并发症中较为常见的

一种，术后早期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率与患者术后疼

痛程度呈正相关。除此之外，术后疼痛患者伴有不

同程度的焦虑抑郁情绪，临床研究表明［9］，可能与

不良情绪和疼痛在生物学有着相似性有关，疼痛、

焦虑、抑郁的表达与 5-HT 水平有着重要的关联。观

察组患者术后 HAMD、MMSE、HAMD、VAS 评分及

5-HT 水平改善效果均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提示在

镇痛基础上联合艾司西酞普兰口服能够更为有效的

减轻患者术后疼痛，改善术后患者的负面情绪，促

进认知功能恢复。临床分析认为，艾司西酞普兰属

于选择性 5-HT 再摄取抑制剂的一种［10］，作用于机

体后能够通过调节中枢神经系统 5-HT 水平，抑制

5-HT 再摄取，随着 5-HT 水平的有效调节，既能够

产生镇痛的效用，同时又能够有效改善术后患者焦

虑抑郁情绪及认知功能［11］，口服后 5h 既能够达到血

药浓度高峰，生物利用度高达 80％，起效迅速［12］，

联合镇痛药物在降低疼痛介质水平基础上能够进一

步改善患者焦虑抑郁及认知功能。

综上所述，艾司西酞普兰联合帕瑞昔布钠通过

调节疼痛介质水平，降低机体应激反应，抑制炎性

反应等，减轻患者术后疼痛，有效改善术后焦虑抑

郁情绪，促进认知功能恢复，应用于老年骨折手术

患者效果确切，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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