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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司西酞普兰联合氟西汀对脑梗死患者认知功能障碍伴发抑郁的临床疗效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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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氟西汀联合艾司西酞普兰治疗脑梗死患者认知功能障碍伴发抑郁的临床疗效

分。方法　选取我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收治的脑梗死认知功能障碍伴发抑郁患者 80 例，根

据治疗方法的不同分为氟西汀组（n =40）和联合组（n =40），氟西汀组给予氟西汀治疗，联合组在氟

西汀组的基础上联用艾司西酞普兰治疗，两组均服药 8 周，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价两

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 8 周后抑郁程度，并采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 CA）、Barthel 指数（BI）评

定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认知功能恢复及日常生活能力情况，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并观察两

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HAMD 评分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治疗 8 周后联合组 HAMD 评分较氟西汀组显著降低（P< 0.05）；两组患者治疗后 Mo CA 及 BI 评分均

较治疗前升高，且联合组 Mo CA 及 BI 评分明显优于氟西汀组（P< 0.05）；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相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氟西汀联合艾司西酞普兰治疗脑梗死认知功能障碍伴发抑郁

症患者疗效显著，能明显减轻抑郁程度，改善患者认知功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能力，且起效快，不

良反应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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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study on fluoxetine combined with Ai Sciplan in the treatment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de-
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LAI Zhiyong，HUANG Linming，HAN Hui，et al. Department of 
Neurology，Zigong First People's Hospital，Zigong 64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fluoxetine combined with Ai Sciplan in the treatment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Methods　80 cases of cerebral infarction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depress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5 to June 2016 were selecte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fluoxetine group（n =40）and the combination group（n =40）according to different treat-

ment methods. The fluoxetine group was given fluoxetine treatment，the combination group was given Ai Sciplan treat-

ment on the basis of fluoxetine group，the two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8 weeks. The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degree of depression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for 8 weeks after treatment. The Montreal cog-

nitive assessment scale（Mo CA）and Barthel index（BI）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recovery of cognitive function and 

daily living ability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The effective rate of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and 

the adverse reac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there was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in HAMD score（P>0.05）. After 8 weeks，the combined group’s HAMD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fluoxetine group（P<0.05）. Mo CA and BI scores of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before treatment，and Mo CA and BI scores of the combination group of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fluoxetine group（P<0.05）；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in adverse reactions（P>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fluoxetine combined with Ai Sciplan in the treatment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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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死又称缺血性脑卒中，是由于脑部血液供

应发生障碍时所引起的一种脑组织缺氧及缺血性病

变，若没有及时得到治疗，易出现神经功能损伤，

促使神经元坏死、凋亡从而引发认知功能障碍［1］。

临床上患者脑梗死后常并发抑郁症，表现为反应迟

钝、心情低落等［2］。目前，国内外早期应用艾司西

酞普兰联合氟西汀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抑郁症认

知功能障碍伴发抑郁症的研究很少。因此，本研究

探讨氟西汀联合艾司西酞普兰治疗脑梗死患者认知

功能障碍伴发抑郁症的临床研究，取得满意效果，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收治的脑

梗死认知功能障碍伴发抑郁症患者 80 例，根据治疗

方法的不同分为氟西汀组（n=40）和联合组（n=40），

纳入标准［3］：符合脑血管病诊断标准，并经头颅 CT

或 MRI 检查确诊急性脑梗死，符合器质性抑郁症的

诊断标准，能配合检查。排除标准：既往有精神病

或认知障碍史，有滥用药物或大量饮酒史；存在心

肝肾等严重疾病。氟西汀组男 28 例，女 12 例，年

龄 22～60 岁，平均（35.24±7.26）岁，病程（6.37
±5.12）个月；联合组中男 29 例，女 11 例，年龄

20～60 岁，平均（35.25±7.28）岁，病程（6.39±

5.16）个月，两组在性别、年龄、病程等基本资料上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治疗期间给予其它抗精神病药治疗。联合组给

予由草酸艾司西酞普兰（国药准字：J20100165，规

格：10 mg）治疗，口服，剂量为 15mg/d，同时给予

盐酸氟西汀胶囊（国药准字：J20130010，规格：10 

mg）进行治疗，15mg/d，口服。氟西汀组给予盐酸

氟西汀片治疗口服，15mg/d，均餐后服用。

1.3　观察指标

（ 1） 采 用 汉 密 尔 顿 抑 郁 量 表 （ H a m i l t o n 

depression scale，HAMD）评价抑郁程度［4］：无抑郁症

状为＜ 6 分；轻度抑郁为 6～17；中度抑郁为 17～24 

分；重度抑郁为＞ 24 分。

（2）采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 CA）评定认知功能恢复情

况［4］，Mo CA 满分 30 分，评分若＜ 26 分，认为有轻

度认知功能障碍，评分越高说明认知功能障碍越轻。

（3）采用 Barthel 指数（Barthel index，BI）评定

日常生活能力情况［6］，Barthel 指数总分 100 分，重

度依赖为≤ 40 分，中度依赖为 41～60 分，轻度依

赖为 61～99 分，100 分为无需依赖。

（4）观察两组患者食欲下降、恶心、口干、晕

例、腹泻、便秘、心动过速等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0 软件分析本研究的所有数据，

采用 χ2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t 检验计量资料，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 8 周后 HAMD 评分

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HAMD 评分相比差异无统计学

差异（P>0.05），但治疗 8 周后联合组 HAMD 评分均

较氟西汀组降低（P<0.05），如表 1 所示。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8周后HAMD评分比较

组别 治疗前 治疗8周

联合组（n =40） 24.35±1.45 7.57±0.63

氟西汀组（n =40） 24.31±1.42 9.49±0.72

t 0.15 12.69

P ＞0.05 ＜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Mo CA 及 BI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 Mo CA 及 BI 评分均较治疗前

升高，且联合组 Mo CA 及 BI 评分明显优于氟西汀组

（P<0.05），如表 2 所示。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Mo CA及BI评分比较

组别 时间 Mo CA评分 BI评分

联合组（n =40） 治疗前 14.25±2.62 42.13±2.35

治疗8周 20.43±1.49ab 86.37±3.22ab

氟西汀组（n =40） 治疗前 14.24±2.58 42.16±2.32

治疗8周 17.36±1.45a 61.34±3.18a

注：a与治疗前相比，P>0.05；b与氟西汀组治疗8周相比，

P<0.05

2.3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was curative. It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degree of depression，improve 

cognitive function，improve the patient's life skills，and less adverse reactions.

【Key words】Fluoxetine；Ai Sciplan；Cognitive dysfunction；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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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组的不良反应有食欲下降 2 例，1 例恶心，

1 例口干，3 头晕例，1 例腹泻，2 例便秘，1 例心动

过速，总发生率 27.50％；氟西汀的不良反应有 3 例

食欲下降，4 例恶心，1 例口干，2 例便秘，2 例心

动过速，总发生率 30.00％，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相

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6，P>0.05）。

3　讨论

脑梗死由脑部血管出现供血障碍导致脑组织缺

血，促使患者神经受损，引发肢体障碍及认知功能

障碍等并发症。认知功能障碍有不同阶段表现，从

轻度到严重痴呆［7］。认知功能障碍使患者的生活质

量受到严重影响，同时易造成抑郁等负面心理［8］。

以往在国内临床治疗抑郁症患者以氟西汀为主，近

些年来，新药艾司西酞普兰随着医药发展而上市，

其属 5- 色胺的抑制剂，据相关研究显示，艾司西酞

普兰具有十分强大的抗抑郁作用，其药物起效时间

显著短于氟西汀［9］。

本研究发现治疗 8 周后联合组 HAMD 评分均较

氟西汀组降低，两组患者治疗后 Mo CA 及 BI 评分均

较治疗前升高，且联合组 Mo CA 及 BI 评分明显优于

氟西汀组，且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相比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提示艾司西酞普兰联合氟西汀治疗抑郁症、

改善认知功能效果显著，起效快、不良反应少。艾

司西酞普兰是一种新型抗抑郁剂，可对神经元突触

前膜 5－HT 的再摄取进行抑制，使突触间隙的 5－

HT 浓度增加，其具有高亲和力结合基础位点活性，

艾司西酞普兰的 5－HT 双重作用机制使其对 5－HT

的再摄取更有效地进行抑制，从而使其抗抑郁作用

有效发挥［10］。氟西汀对突触前膜再摄取 5- 羟色胺具

有高度选择性抑制作用，从而增加突触间隙中 5- 羟

色胺的浓度，作用于突触后膜受体并加强传导，以

达到抗抑郁的作用［11］。有动物研究表明［12］，氟西汀

能通过上调再生海马神经元使大鼠脑缺血后的空间

学习记忆功能改善，一定浓度的氟西汀能促使体外

培养的新生 SD 大鼠的海马神经元分泌 BD-NF 蛋白。

增加海马 BDNFm RNA 的表达，避免皮质酮引起的

海马 BDNFm RNA 表达的降低，使神经元轴突延长，

从而增加海马 CA3 区锥体神经元树突分支的密度，

使患者情绪提高并改善其认知功能。目前国内外关

于艾司西肽普兰恢复认知功能的研究较少，艾司西

酞普兰促进脑梗死后认知功能恢复的可能机制可能

是其对脑缺血产生急性神经保护性作用，可对炎性

递质产生抑制作用，减少炎性递质损害神经元，促

进神经功能重塑，可通过复杂的信号级联通路增高

神经营养因子表达水平，使胶质细胞前体及神经元

增殖，轴突芽生，形成新突触，促进新生海马神经

元以恢复海马功能，从而缓解抑郁症状和认知功能

障碍［13］。

综上所述，氟西汀联合艾司西酞普兰治疗脑梗

死认知功能障碍伴发抑郁症患者疗效显著，能明显

减轻抑郁程度，改善患者认知功能，提高生活能力，

不良反应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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