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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酞普兰治疗老年功能性胃肠病伴抑郁障碍的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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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西酞普兰治疗老年功能性胃肠病伴抑郁障碍(FGIDs)的临床效果及安全性。方法:选取2014年5月至

2017年12月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收治的198例老年FGIDs伴抑郁障碍患者,按单双号法随机分为观察组(99例)和对

照组(99例)。对照组患者给予保护胃肠黏膜、调节肠道菌群、抑酸、止泻、导泻、解痉、促动力等常规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

的基础上服用西酞普兰片,观察治疗时间均为3个月。比较两组治疗前及治疗后1个月、2个月、3个月胃肠道症状评分

(GSRS)及蒙哥马利抑郁量表(MADRS)评分改善情况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观察组治疗1个月、2个月、3个月的GSR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抑郁症状改善情况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西酞普兰治疗老年FGIDs伴抑郁障碍,其疗效显著,且不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具有临床推

广与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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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性胃肠病(functionalgastrointestinaldis-
ease,FGIDs)是主要表现为患者存在消化道症状而

无器质性疾病能解释的证据[1]。FGIDs患者常具有

胃肠道外症状如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胀腹泻、便
秘和排便困难,同时伴有肌痛、慢性头痛、心慌、心
闷、呼吸困难、烦躁不安等不良症状,有42%~61%
FGIDs患者同时伴有较严重的精神疾患,如抑郁、焦
虑等,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及身心健康。这种现象

在老年 人 群 中 更 为 普 遍,目 前 临 床 上 对 于 老 年

FGIDs伴抑郁焦虑障碍的治疗多联合采用精神性药

如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serotoninre-
uptakeinhibitor,SSRI),临床上常用的有氟西汀、帕
罗西汀、舍曲林、氟伏沙明等药物[2-5]。而关于西酞

普兰治疗老年FGIDs伴抑郁焦虑障碍的报道较少。
因此,本研究观察了西酞普兰治疗老年FGIDs及抑

郁焦虑症状的临床效果及安全性,现将结果报道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5月至2017年12月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收治的老年FGIDs伴

抑郁焦虑障碍患者198例。病例纳入标准:①年龄

≥65岁;②符合FGIDs罗马Ⅲ诊断标准:消化道症

状(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胀腹泻、便秘和排便困难

等)持 续 时 间 ≥3 个 月;③ 蒙 哥 马 利 抑 郁 量 表

(MADRS)≥12分。排除标准:合并严重心、肺、肝、
肾疾病(如肿瘤、癌症等);妊娠期妇女或者哺乳期妇

女;严重精神疾患者。将198例患者按照单双号法

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99例。观察组中男

36例,女 63 例;年 龄 65~86 岁,平 均(74.5±
4.5)岁;病程(32.5±13.5)个月;对照组中男34例,
女65例;年龄65~88岁,平均(75.1±4.7)岁;病程

(34.1±12.9)个月。所有患者入组近半年内均行腹

部影像学检查和内镜检查,排除器质性疾病。两组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

可比性。

1.2 方法 根据个体化治疗及综合治疗原则,对照

组采用保护胃肠黏膜、调节肠道菌群、抑酸、止泻、导
泻、解痉、促动力等常规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

的基础上加用抗抑郁药—SSRI西酞普兰(商品名:
喜普妙,生产厂家:丹麦灵北药厂,国药准字号:

J20130028,规格:20mg),用法:10mg,1次/d(起始

剂量,根据患者症状逐步加量至20mg,1次/d)。两

组患者均连续治疗3个月。

1.3 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治疗前、后抑郁状态评分

及消化道症状,按照严重程度进行分级。抑郁状态

以 MADRS为依据,缓解期:MADRS<12分;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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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12~<22分;中度抑郁:22~<30分;重度抑

郁:30~<35分;极度抑郁:≥35分;消化道症状(食
欲不振、恶心呕吐、腹胀腹泻、便秘和排便困难)以胃

肠道症状评分(GSRS)作为评分标准,每项消化道症

状均为0~3分:无症状0分;轻微症状1分;中度症

状2分;严重症状3分,各项症状分数相加为总分。

1.4 疗效评估 疗效评估标准:①显效:消化道症

状积分降低≥75%;有效:症状积分降低≥50%;一
般:症状积分降低≥25%;无效:积分降低<25%或

积分增加。症状总有效率=(显效+有效)/总例数

×100%。抑郁状态疗效评估标准:①显效:抑郁评

分降低≥75%;有效:抑郁评分降低≥50%;一般:抑
郁评分降低≥25%;无效:抑郁评分<25%或积分增

加。抑郁改善总有效率=(显效+有效)例数/总例

数×100%。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0.0软件对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GSRS总分比较 两组治疗后

消化道症状均有缓解,GSRS总分与治疗前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观察组治疗后GSRS
总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1。

表1 两组治疗前、后GSRS总分比较(分,x±s)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1个月 治疗2个月 治疗3个月

观察组 99 15.12±5.09 5.97±2.83*△ 4.57±3.08*△ 4.00±3.46*△

对照组 99 14.74±5.12 10.81±6.11* 9.82±6.61* 9.48±5.99*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

2.2 治疗后前、抑郁状态改善情况 观察组治疗

1个月、2个月和3个月后抑郁症状改善情况的总有

效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2。

表2 两组治疗前、后抑郁状态改善情况

治疗时间 组别
MADRS评分改善情况,n
显效 有效 一般 无效

总有效
率,%

治疗1个月 观察组 10 13 17 59 40.4*

对照组 3 5 7 84 15.2
治疗2个月 观察组 21 32 21 25 74.7*

对照组 6 12 34 47 52.5
治疗3个月 观察组 36 32 21 10 89.9*

对照组 12 21 37 29 70.7
  与对照组比较,*P<0.05。

2.3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治疗过程中,观察组

99例患者中,有1例患者发生了不同程度皮肤瘙痒

红疹,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0%;对照组99例患者

中,未见不良反应。两组不良反应率无明显差异(P
>0.05)。

3 讨 论

  FGIDs发病机制涉及心理、生理、基因、环境等

多种因素[6-8],在临床上较为常见,常常伴有精神心

理障碍,并且需要反复就诊,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

了严重的影响,同时占用大量的医疗资源。有学

者[9]认为:缺乏生物标志是FGIDs患者的一个共性

的特点,经常容易与重叠现象和共病现象混淆,如临

床上常见的功能性消化不良合并幽门螺杆菌感染、
慢性胃炎等症状。脑肠互动异常是FGIDs患者的

另一个共性的特点[10],涉及到社会、生理、心理3个

方面的因素影响。精神心理异常引起神经中枢改

变,中枢系统发出错误的信息引起胃肠运动分泌改

变,这也是临床上经常见到大部分FGIDs患者伴发

精神心理障碍的原因,特别是焦虑和抑郁症状。有

学者统计,约83.3%FGIDs患者伴有抑郁和(或)焦
虑症状[11]。患者多数因消化道症状而就诊于消化

科,针对 消 化 科 医 生 如 何 快 速 有 效 识 别 及 处 理

FGIDs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症状,朱丽明等[12]提出几

条建议:①鉴别消化系统症状的病因及可能的病理

生理基础;②询问患者是否存在重叠病或共病现象;

③患者是否伴有睡眠和心理障碍;④是否存在应激、
负性事件和社会支持;⑤患者是否有人格障碍;⑥加

强与患者及家属沟通,尊重和倾听患者,增强彼此信

任感。同样,对于FGIDs治疗也是临床上比较棘手

的问题,临床上以减轻患者的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

量及工作效率,培养患者健康心理等作为治疗的目

标[13-14]。对于病情严重者,宜采用适当的药物治疗,
尤其是老年患者。因为老年患者多伴有其他基础疾

病,使用药物时需要考虑疗效及安全性的问题。本

研究采用西酞普兰治疗老年功能性胃肠病伴抑郁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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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取得明显的疗效,能较好地改善患者FGIDs症

状及抑郁症状,治疗1个月、2个月、3个月的消化道

症状总积分好转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抑郁症状改善情况也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且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无明显差异(P>0.05)。
  综上所述,西酞普兰治疗老年功能性胃肠病伴

抑郁障碍的疗效显著,且不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具
有临床推广与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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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托伐他汀钙对中老年2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的疗效分析

陈奇盛,张 萍,梁 慧

(广西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玉林 537000)

摘要 目的:观察阿托伐他汀钙治疗中老年2型糖尿病(T2DM)合并冠心病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2014年12月至

2016年6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住院治疗的中老年T2DM合并冠心病患者128例,随机分为治疗组(66例)和对照

组(62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方法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阿托伐他汀钙治疗。检测两组治疗前、后血脂、血糖、糖化

血红蛋白(HbA1c),记录两组治疗期间急性冠脉综合征、脑卒中、主动脉夹层等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情况。结果:治疗组总胆

固醇(TC)、甘油三酯(TG)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

显著升高(P<0.01),而治疗前、后空腹血糖(FPG)、餐后血糖(PPG)、HbA1c水平无明显差异(P>0.05)。两组治疗后TC、

TG、LDL-C及 HDL-C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治疗组急性冠脉综合征、脑卒中、主动脉夹层发生率

(13.64%)显著低于对照组(41.94%)(P<0.05)。结论:阿托伐他汀钙对于中老年T2DM合并冠心病患者的血脂异常有显著

疗效,能明显降低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率。

关键词 阿托伐他汀钙;中老年;糖尿病;冠心病

中图分类号:R541.4;R58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930X(2018)06-0858-04

DOI:10.16190/j.cnki.45-1211/r.2018.06.029

·858· 广西医科大学学报 2018June;3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