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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伏沙明联合普拉克索对伴抑郁的帕金森患者非运动症状的影响

朱好春 1 、 葛晗明 2 、 赵　航 3 、 张艳华 1

【摘要】目的　探讨氟伏沙明联合普拉克索对帕金森性患者非运动症状的影响。方法　纳入 2017

年 8 月～2019 年 8 月期间我院接诊的 106 例伴抑郁的帕金森病患者作为本次观察对象，掷币法将其

分为 2 组，对照组 53 例患者接受普拉克索治疗，观察组 53 例患者加用马来酸氟伏沙明治疗，两组

均持续治疗 3 个月，比较两组患者认知功能评分、焦虑抑郁情绪评分、帕金森病综合评分及不良反

应。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 MOCA 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HAMA 评分及 HAMD 评分均低于对照

组（P< 0.05），观察组 UPDR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 0.05），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无明显差异

（P> 0.05）。结论　氟伏沙明联合普拉克索能够有效改善帕金森患者日常活动及运动功能，改善认

知功能损害、焦虑、抑郁情绪等非运动症状，安全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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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fluvoxamine combined with praxorpa on non-motor symptoms in Parkinson's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ZHU Haochun，GE Hanming，ZHAO Hang，et al. Department of Neurology，General Hospital of 
Hebi Coal Industry（Group）Co. ，Ltd. Hebi 45803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fluvoxamine combined with pramipexole on non-motor symp-

toms in Parkinson's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106 Parkinson's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who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17 to August 2019 were includ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the coin toss 

method.53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pramipexole，while 53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fluvoxamine combined with pramipexole. The duration of treatment is 3 months. The cognitive function scor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score，Parkinson's disease comprehensive score and adverse reac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MOCA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the HAMA score and HAMD score were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UPDRS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Fluvoxamine combined with pramipexol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mental daily activities and motor function in Parkinson's patients with dpression，relieve their 

cognitive dysfunction，anxiety，depression and other non-motor symptoms with high safety.

【Keywords】Fluvoxamine；Pramipexole；Parkinson's disease；Non-motor symptoms；Depression

帕金森病（Parkinson disease，PD）是常见的神

经系统病变性疾病，主要是由于脑内黑质多巴胺能

神经元变性丢失，造成多巴胺合成降低所致［1］。PD

患者不仅存在静止震颤、肌肉强直、姿势失衡等运

动症状，随着疾病的发展还会出现焦虑、抑郁、认

知功能障碍等非运动症状，非运动症状可发生于疾

病的任何时期，不仅影响患者日常生活质量，还可

加重 PD 病情，不利于患者预后［2］。普拉克索是一种

高选择性多巴胺 D2、D3 受体激动剂，通过激动多巴

胺 D2 受体，刺激多巴胺合成从而缓解帕金森症状，

同时还能通过激动 D3 受体而缓解帕金森患者抑郁、

焦虑等非运动症状。氟伏沙明是一种 5 羟色胺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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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抑制剂，其对帕金森非运动症状具有显著效果。

本研究对 PD 伴抑郁患者采用马来酸氟伏沙明联合普

拉克索治疗，旨在分析其效果及对患者非运动症状

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 2017 年 8 月～2019 年 8 月期间我院接诊的

106 例伴抑郁的帕金森病患者作为本次观察对象，掷

币法将其分为 2 组。纳入标准：两组患者均符合《帕

金森病抑郁、焦虑及精神病性障碍的诊断标准及治

疗指南》［3］中帕金森病抑郁诊断标准，且近期未服用

相关药物治疗，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及家

属均知情同意。排除标准：排除合并肝肾功能不全

者，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抑郁者，排除严重痴呆者，

对本研究所用药物存在禁忌者等。对照组 53 例患

者，男 31 例，女 22 例；年龄 53～72 岁，平均（61.84
±3.07）岁；病程 2～4 年，平均（2.86±0.62）年。

观察组 53 例患者，男 50 例，女 23 例；年龄 55～70
岁，平均（62.03±2.89）岁；病程 1.5～4 年，平均

（2.93±0.53）年。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无显著差

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盐酸普拉克索片治疗（批准文

号：H20140917，规格：1mg/ 片）口服，每天 3 次，

起始每次 0.25mg，治疗 2 周后调整为每次 1mg，分

三次服用，依据患者症状及安全性调整剂量，治疗

4 周后，加量至每天 4 片，待症状体征减轻、稳定后

调整维持剂量，每天 2 片，分三次服用。

观察组在对照组用药基础上加用马来酸氟伏沙

明片（国药准字 H20058921，规格：50mg/ 片）口服，

起始剂量每天 1 片，一周后逐渐增量至每天 2～3 片，

持续治疗 3 个月。

1.3　观察指标

（1）治疗前后采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

（MOCA）评价两组患者认知功能，主要包括命名、

记忆、注意力、语言、抽象能力、定向及视空间等 7
条项目，总分为 30 分，若受教育年限≤ 12 年则加 1
分以纠正教育偏差，得分越低提示认知功能障碍越

严重。（2）采用汉密尔顿焦虑评分（HAMA）、汉密尔

顿抑郁评分（HAMD）评价两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

HAMA 评分包括焦虑心境、紧张、害怕、失眠等 14
条项目，采用 0～4 分 5 级评分法，14 分为临界点，

超过 14 分为肯定有焦虑，14 分以上得分越高提示

焦虑越严重。HAMD 评分包括抑郁情绪、入睡困难、

睡眠不深、早醒等 24 条项目，采用 0～2 分 3 级评分

法与 0～4 分 5 级评分法评分，得分越高提示抑郁症

状越严重。（3）采用帕金森综合评分量表（UPDRS）

评价两组患者帕金森病情，由 31 条项目组成，其中

1～4 条评价精神行为与情绪 16，5～17 条评价日常

活动 52，18～31 条评价运动功能 56，得分越高提示

帕金森病情越严重。（4）记录两组患者用药期间不良

反应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中数据均经 SPSS21.0 软件分析，计数资

料（n，％）表示，χ2 检验；计量资料用（x±s）表示，

采用 t 检验，P<0.05 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MOCA 评分

两 组 治 疗 前 M O C A 评 分 比 较 无 显 著 差 异

（P>0.05），治疗后，观察组 MOCA 评分均明显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MOCA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命名 记忆 注意力 语言 抽象能力 定向 视空间

对照组（n=53） 治疗前 1.18±0.32 1.86±0.37 1.13±0.31 1.20±0.36 1.90±0.45 2.03±0.53 1.84±0.59

治疗后 1.74±0.41a 2.61±0.68a 1.69±0.38a 1.71±0.43a 2.46±0.52a 2.68±0.68a 2.59±0.72a

观察组（n=53） 治疗前 1.22±0.26 1.90±0.31 1.15±0.30 1.24±0.33 1.79±0.60 1.96±0.55 1.93±0.52

治疗后 2.49±0.48ab 3.84±0.87ab 2.27±0.59ab 2.43±0.50ab 3.71±0.81ab 4.44±0.87ab 4.05±0.86ab

注：a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b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t =8.6494，8.1094，6.0168，7.9483，9.4542，11.6037，9.4766，P<0.05。

2.2　焦虑抑郁评分

两 组 治 疗 前 焦 虑 抑 郁 评 分 比 较 无 显 著 差 异

（P>0.05），治疗后观察组 HAMA 评分及 HAMD 评

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意义（P<0.05），见表 2。

2.3　UPDRS 评分

两 组 治 疗 前 U P D R S 评 分 比 较 无 显 著 差 异

（P>0.05），治疗后观察组 UPDRS 评分均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意义（P<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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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焦虑抑郁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HAMA评分 HAMD评分

对照组（n=53） 治疗前 15.39±2.14 25.16±3.45

治疗后 9.50±1.08c 12.11±1.64c

观察组（n=53） 治疗前 15.53±2.03 25.31±3.33

治疗后 4.41±0.72cd 8.04±0.71cd

注：c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d与对照组治疗后比

较，t =28.5484，16.5800，P<0.05。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UPDR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精神行为与情绪 日常活动 运动功能

对照组（n=53）治疗前 12.35±1.32 27.74±3.56 25.51±3.17

治疗后 8.06±0.91* 13.55±1.89* 19.13±2.04*

观察组（n=53）治疗前 12.27±1.38 27.89±3.40 25.32±3.40

治疗后 5.71±0.73*# 7.31±1.06*# 14.07±1.10*#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t =14.6648，20.9639，15.8941，P<0.05。

2.4　不良反应

治疗后，对照组发生口干 4 例，嗜睡 2 例，乏

力 1 例，头晕 3 例，恶心 1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

20.75％，观察组发生口干 3 例，嗜睡 3 例，乏力 1
例，头晕 3 例，恶心 2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 22.64％，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无显著差异（χ2=0.0555，

P>0.05）。

3　讨论

65 岁以上人群 PD 的患病率为 1000/10 万，已成

为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之后中老年人群“第三杀

手”［4］。中脑黑质致密部多巴胺神经元变性、凋亡及

胞质中 Lewy 小体形成是该病重要病理改变，多巴胺

神经元变性丢失造成多巴胺水平缺乏，导致患者出

现静止震颤、姿势异常、肌肉强直等运动症状，随

着疾病进展，患者还可出现以焦虑、抑郁为主的非

运动症状，非运动症状不仅影响患者日常生活质量，

还可加重患者认知功能损害，加重 PD 病情［5］。目前

关于 PD 伴抑郁的发生原因临床尚不完全明确，研究

认为可能是由于内源性生物学因素和外源性心理因

素共同作用而致，由于 PD 患者大量神经元变性、丢

失，神经递质及通路发生改变，导致体内 5 羟色胺、

等神经递质浓度逐渐降低，加之 PD 患者对疾病的预

后产生消极心理，对生活的改变不适应，从而继发

社会心理反应，进而导致抑郁的发生［6］。

本研究发现：观察组各维度 MOCA 评分均高于

对照组，观察组 HAMA 评分、HAMD 评分及 UPDR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表明马来酸氟伏沙明联合普拉

克索能够有效改善帕金森患者精神行为与情绪、日

常活动及运动功能，延缓帕金森性抑郁病情进展，

显著改善患者认知功能及焦虑、抑郁等非运动症状，

且二者联合用药并不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安全系

数较高。普拉克索是多巴胺 D2、D3 受体激动剂，与

多巴胺受体 D2 亚家族结合有高度选择性和特异性，

对 D3 受体具有优先亲和力，通过与多巴胺 D2 受体

相结合，刺激纹状体多巴胺受体兴奋，释放大量多

巴胺，从而弥补 PD 患者中脑黑质致密部多巴胺缺

乏，改善多巴胺神经元变性，从而缓解帕金森运动

障碍，由于普拉克索优先激活脑内 D3 受体，增加多

巴胺释放，从而缓解因多巴胺缺乏带来的焦虑、抑

郁症状。同时还能保护多巴胺细胞，减轻多巴胺细

胞凋亡，抑制醌基对黑质细胞的损害，而减轻左旋

多巴带来的不良反应。然而普拉克索单独应用其对

帕金森非运动症状效果并不理想［7］。氟伏沙明是一

种唯一具有单环结构的选择性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

剂，它主要通过选择性抑制中枢神经突触前膜对 5
羟色胺的再摄取，提升突触间隙内 5- 羟色胺浓度而

达到抗抑郁的作用，该药几乎不影响多巴胺、去甲

肾上腺素的摄取，对 M 胆碱能、组胺 H1、β肾上腺

素等受体均无亲和力，因而不产生与该类受体结合

而致的口干、便秘、镇静及直立性低血压等不良反

应［8-9］。马来酸氟伏沙明抑制 5 羟色胺再摄取的作用

强于阿米替林、氟西汀及丙咪嗪等［10］。

综上所述，马来酸氟伏沙明联合普拉克索能够

有效延缓帕金森性抑郁患者病情进展，改善患者认

知功能、焦虑、抑郁等非运动症状，且安全性好。

本研究观察时间比较短，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两

种药物联合使用的长期效果和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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