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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度洛西汀与草酸艾司西酞普兰对老年期抑郁症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比较

李　丹 、 赵　微

【摘要】目的　比较盐酸度洛西汀肠溶片与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治疗老年期抑郁症的疗效和安全

性。方法　选择本院 2018 年 12 月～2020 年 12 月住院治疗的 90 例老年期抑郁症患者，根据“随机数

字表法”分组，参照组 45 例患者采纳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治疗，观察组 45 例患者采纳盐酸度洛西汀

肠溶片治疗，对比两组临床疗效、HAMD 评分、血清 NE、5-HT、BDNF 水平、PSQI 评分、不良反

应发生率。结果　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95.56％）、不良反应发生率（6.67％）与参照组（93.33％、

8.89％）比较无明显差异（P> 0.05）。观察组治疗后 HAMD 评分、PSQI 评分与参照组比较无明显

差异（P> 0.05）。观察组治疗后血清 NE 低于参照组，血清 5-HT、BDNF 高于参照组（P< 0.05）。

结论　老年期抑郁症治疗中，盐酸度洛西汀肠溶片与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的抗抑郁效果相当，不良反

应发生率均较低，但盐酸度洛西汀可更好的调节血清 NE、5-HT、BDNF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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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and safety of duloxetine hydrochloride enteric coated tablets and escitalopram oxalate in the 
senil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LI Dan，ZHAO Wei. Luoyang Rongkang Hospital of Henan Province，Luoyang 
47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duloxetine hydrochloride enteric coated tablets and es-

citalopram oxalate in the treatment of senile depression. Methods　90 patients with senile depress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18 to December 2020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45 

patients in the reference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escitalopram oxalate，and 45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

ed with duloxetine hydrochloride enteric coated tablets. The clinical efficacy，HAMD score，serum NE ，5-HT，BDNF 

level，PSQI score and adverse reac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95.56％）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6.67％）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not different with those（93.33％ and 8.89％）of 

the reference group（P>  0.05）. The HAMD score and PSQI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had not differ-

ent with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treatment，the serum N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the serum 5-HT and BDNF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Conclusion　In the treatment of senile depression，both duloxetine hydrochloride enteric coated tablets and 

escitalopram oxalate have similar antidepressant effect and lower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but duloxetine hydrochlo-

ride enteric coated tablets can better regulate serum NE，5-HT and BDNF levels.

【Key words】Duloxetine hydrochloride enteric coated tablets；Escitalopram oxalate；Senile depression；Clinical 

efficacy；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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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精神疾病，表现为睡眠障碍、

躯体不适、思维迟缓、兴趣缺乏、情绪低落等，严

重的患者会出现自杀、妄想以及认知障碍［1-2］。老年

抑郁症患者是指年龄≧ 60 岁的抑郁症人群，此类人

群由于年龄较大，器官组织功能逐渐衰退，对临床

疗效及安全性的要求更高［3］。盐酸度洛西汀肠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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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草酸艾司西酞普兰均为目前治疗抑郁症的常用药

物，对于两种药物对老年人的抗抑郁效果、安全性

仍旧是当前高度关注的内容。基于此，本文选定本

院 2018 年 12 月～2020 年 12 月住院治疗的 90 例老

年期抑郁症患者，分组予以不同治疗，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定本院 2018 年 12 月～2020 年 12 月住院治疗

的 90 例老年期抑郁症患者，已得到医院伦理委员会

审批，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组，观察组（45 例）：

28 例男性、17 例女性；年龄在 60～79 岁，平均（68.92
±6.14）岁；病程在 3～12 年，平均（7.52±2.41）

年。参照组（45 例）：27 例男性、18 例女性；年龄在

61～78 岁，平均（68.95±6.11）岁；病程在 4～11 年，

平均（7.55±2.39）年。两组相比 P>0.05，可比较。

纳入标准：①均符合《抑郁症中西医结合诊疗专

家共识》［4］中对“抑郁症”诊断标准。②年龄≧ 60 周

岁。③具有一定言语表达、理解能力。④ HAMD（汉

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 >20 分。⑤病历资料齐全、

完整。

排除标准：①合并严重躯体性疾病者。②合并

恶性肿瘤者。③合并器质性疾病者。④研究前 2 周

接受过抗组胺、抗抑郁治疗者。⑤过敏体质或存在

药物过敏史者。⑥由于药物依赖引发失眠者。⑦合

并帕金森、痴呆者。⑧中途从此项研究退出者。⑨

存在自杀倾向者。

1.2　方法

参照组：予以草酸艾司西酞普兰，口服，初始

计量是 5mg，每日 1 次，用药 3d 后剂量可增加至

10mg，每日 1 次，共计用药 8 周。

观察组：予以盐酸度洛西汀肠溶片，口服，初始

计量是 30mg，每日 1 次，根据病情可调整为 60mg，

每日 1 次，共计用药 8 周。

两组在药物治疗期间均接受统一心理治疗：①

认知治疗：医生通过微信、宣传册、海报等方式讲解

“抑郁症”相关知识，耐心、细致解答患者疑问，改

变患者错误思维方式。②精神分析疗法：以自由联想

法让患者倾诉内心想法，毫无保留的将内心的负能

量宣泄出来，缓解抑郁、睡眠障碍等症状。③健康

活动支持：通过召开座谈会、写健康日志、音乐疗法、

工娱疗法等方式与患者加强心理沟通，缓解不良情

绪。④家庭、社会支持：及时与患者、家属取得联系，

鼓励其予以患者真诚的关爱与照护，让患者有一种

被重视、被关爱的感觉。

1.3　观察指标以及评价标准

两组临床疗效均在用药 8 周后评价，观察指标

包括：（1）临床疗效以 HAMD 减分率评价，HMAD

减分率 =（治疗前 HAMD 评分 - 治疗后 HAMD 评分）

/ 治疗前 HMAD 评分 ×100.00％。痊愈的 HMAD 减分

率在 75％以上（包括 75％）。显效的 HMAD 减分率

在 50～75％（包括 50％）。有效的 HMAD 减分率在

25～50％（包括 25％）。无效的 HMAD 减分率在 25％

以下。总有效率 = ［5］；

（2）HAMD 评分：正常在 0～8 分，可能患有抑郁为

9～19 分，肯定患有抑郁为 20～34 分，患有严重抑

郁 >35 分［6］。量表 Cronbach’sα是 0.837，信效度良

好；（3）血清 NE、5-HT、BDNF 水平：抽取患者 3mL

空腹静脉血，离心处理 10min 后分离血清，以荧光

分光法检测 NE（去甲肾上腺素）、5-HT（5- 羟色胺），

以 ELISA 法检测 BDNF（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4）

PSQI（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评分：包括日间功能障

碍、睡眠障碍、睡眠效率、睡眠时间、入睡时间、睡

眠障碍，总分是 21 分，非常好≦ 5 分，好在 6～10 分，

一般在 11～15 分，很差≧ 16 分，睡眠质量、分值呈

负相关性［7］。量表 Cronbach’sα是 0.831，信效度良好；

（5）不良反应发生率：统计头晕、口干、恶心、呕吐、

便秘、食欲缺乏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以 SPSS26.0 软件统计，计量资料（HAMD 评分、

血清 NE、5-HT、BDNF 水平、PSQI 评分），配对 t
检验（组内比较），独立样本 t 检验（组间比较），以“x
±s”表示，计数资料（临床疗效、不良反应发生率）

χ2 检验，以“［n/（％）］”表示，P<0.05，表明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疗效对比

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95 .56 ％）与参照组

（93.33％）比较，P>0.05，见表 1。
表1　临床疗效对比［n/（％）］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参照组（n=45） 18（40.00） 24（53.33） 3（6.67） 42（93.33）

观察组（n=45） 20（44.44） 23（51.11） 2（4.44） 43（95.56）

χ2值 - - - 0.212

P值 - - - 0.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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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PSQI 评分对比

两组治疗前、后 PSQI 评分比较，P>0.05；但治

疗后 PSQI 评分均比治疗前低，P<0.05，见表 4。
表4　PSQI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参照组（n=45） 17.66±2.34 9.25±0.62 23.305 0.000

观察组（n=45） 17.65±2.41 9.29±0.59 22.602 0.000

t值 0.020 0.314 - -

P值 0.987 0.755 - -

2.5　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

 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6.67％）与参照组

（8.89％）比较，P>0.05，见表 5。
表5　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n/（％）］

组别 头晕 口干 恶心 呕吐 便秘
食欲 
缺乏

不良反应
发生率

参照组（n=45）1（2.22）1（2.22）1（2.22）0（0.00）1（2.22）0（0.00） 4（8.89）

观察组（n=45）0（0.00）0（0.00）1（2.22）1（2.22）0（0.00）1（2.22） 3（6.67）

χ2值 - - - - - - 0.155

P值 - - - - - - 0.694

3　讨论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推进、人们生活压

力增加，抑郁症的发生率明显增高［8］。抑郁症患者

存在持续、显著的食欲减退、体质量下降、睡眠障

碍、认知功能损害、思维联想缓慢、意识活动减

退、情绪低落、抑郁悲观等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

生活［9-10］。老年抑郁症患者由于年龄较大，机体抵抗

力、免疫力均较差，抑郁症状容易被掩饰，对患者

身心健康影响更大［11-12］，而且对抗抑郁治疗的疗效

和安全性要求更高。

5-HT 存在于神经突触以及大脑皮层，参与了人

体体温调控、痛觉、睡眠等生理功能，5-HT 异常表

达会引发精神疾病［13］。BDNF 具有神经营养作用，主

要分布在神经系统中，具有拮抗凋亡蛋白 BCL-2 的

作用，可增强突触可塑性［14］。NE 具有增强记忆修复、

促进心肌收缩作用，通过作用在海马区发出信号，

增强记忆功能。故调节血清 NE、5-HT、BDNF 水平

可能和抑郁症治疗的效果有关。本研究显示：观察组

临床总有效率（95.56％）、不良反应发生率（6.67％）

与参照组（93.33％、8.89％）无明显差异。观察组治

疗后 HAMD 评分、PSQI 评分与参照组比较也没有明

显差异。但观察组治疗后血清 NE 低于参照组，血清

5-HT、BDNF 均高于参照组。表明老年抑郁症治疗

中盐酸度洛西汀肠溶片与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效果相

当。但度洛西汀对患者血清 NE，5-HT、BDNF 影响

更大。分析如下：草酸艾司西酞普兰含有等量 R- 对

映体、S- 对映体，可以选择性的抑制 5-HT 转运体，

发挥一定的抗抑郁作用大，但由于该药对 5-HT2 受

体具有兴奋作用，且存在剂量依赖性，故草酸艾司

西酞普兰对血清 NE、5-HT、BDNF 调节作用并不理

想。盐酸度洛西汀肠溶片是选择性的 NE、5-HT 再摄

取抑制剂，可抑制中枢神经系统突触前神经元 5-HT

再摄取，提高突触后 NE 释放，增速突触前膜自身受

体脱敏过程，在发挥显著的抗抑郁效果的同时，调

2.2　HAMD 评分对比

两组治疗前、后 HAMD 评分比较，P>0.05；但

治疗后 HAMD 评分均比治疗前低，P<0.05，见表 2。

2.3　血清 NE、5-HT、BDNF 水平对比

治疗前血清 NE、5-HT、BDNF 水平两组比

较，P>0.05；观察组治疗后血清 NE 低于参照组，观

察组治疗后血清 5-HT、BDNF 水平均高于参照组，

P<0.05，见表 2。
表2　HAMD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参照组（n=45） 27.62±3.62 12.06±1.62 26.319 0.000

观察组（n=45） 27.66±3.59 12.02±1.82 26.066 0.000

t值 0.053 0.110 -- --

P值 0.958 0.913 -- --

表3　血清NE、5-HT、BDNF水平对比（x±s）

组别
NE（ug/mL）

t P
5-HT（ug/L）

t P
BDNF（pg/mL）

t P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参照组（n=45）0.52±0.13 0.41±0.18 3.323 0.001 78.26±6.25 98.26±8.62 12.601 0.000 4.16±0.62 5.02±0.92 5.200 0.000

观察组（n=45）0.54±0.15 0.23±0.08 12.233 0.000 78.33±6.29 125.26±10.34 26.012 0.000 4.18±0.59 5.99±1.13 9.525 0.000

t值 0.676 6.130 - - 0.053 13.454 - - 0.157 4.466 - -

P值 0.501 0.000 - - 0.958 0.000 - - 0.876 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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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血清 NE、5-HT、BDNF 水平［15］。本研究只是观察

了洛西汀肠溶片与草酸艾司西酞普兰对老年抑郁患

者的影响，后续研究要进一步探讨其中的机制。

 综上所述，盐酸度洛西汀肠溶片与草酸艾司

西酞普兰均可改善老年抑郁症患者抑郁症状、睡眠

质量，但盐酸度洛西汀肠溶片对血清 NE、5-HT、

BDNF 水平的调节能力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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