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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肝解郁胶囊联合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治疗脑卒中患者焦虑抑郁状态的疗效
观察

李克建 1 、 陈　云 1 、 郭　娟 1 、 马　臻 2 、 陆　丹 1

【摘要】 目的　探讨疏肝解郁胶囊联合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治疗脑卒中患者焦虑抑郁状态的临床疗

效。方法　选取本院 2015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本院收治的 118 例脑卒中后并发抑郁焦虑的患者随

机分为联合组、对照组各 59 例，两组均给予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治疗，联合组加用疏肝解郁胶囊治疗，

治疗周期 3 个月，对比两组的量表评分及抽血检查结果。结果　治疗前，联合组和对照组的汉密尔

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 1 个月、

3 个月后，两组患者的 HAMA、HAMD 评分较治疗前均显著的降低（P< 0.05），联合组的 HAMA、

HAMD 评分均显著的低于对照组（P< 0.05）；治疗后，联合组的神经肽 Y（NPY）均显著的高于对照组、

P 物质（SP）显著的低于对照组（P< 0.05），联合组的血清 IL-1β、IL-6、TNF-α 水平均显著的低于

对照组（P< 0.05）。结论　疏肝解郁胶囊联合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治疗脑卒中患者焦虑抑郁具有更加

显著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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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ative effect of Shuganjieyu capsule combined with escitalopram in the treatment of strok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ymptoms　LI Kejian，CHEN Yun，GUO Juan，et al.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and 
Psychology，Hubei Provincial Hospital of TCM，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Shuganjieyu capsule combined with esci-

talopram in the treatment of strok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ymptoms. Methods　118 strok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ymptoms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5 to December 2015 were selected as study 

subjects. All of them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mbined treatment group（n = 59）and the control group（n = 

59）.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escitalopram while the combined treatment group were given escitalopram along with 

Shuganjieyu Capsule for a period of 3months. After treatment，the scale scores and blood test result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HAMA，HAMD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

ferent（P>0.05）；the scores of both scales of both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P<0.05），and the scores both 

scales of the combined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in 1 and 3 months of treat-

ment（P<0.05）. After treatment，the NPY of the combined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while the S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serum IL-1β，IL-6 and 

TNF alpha level of the combined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Shuganjieyu capsule combined with escitalopram is more clinically effective than escitalopram monotherapy in the treat-

ment of strok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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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属于突发性脑部疾病，主要分为缺血性

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患者可因脑部血管狭窄、

堵塞甚至破裂而造成脑部血液供应障碍及暂时性或

永久性的脑功能损伤［1］。脑卒中给患者造成的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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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理功能障碍，还可因病程较长而造成严重的心

理损伤，引发不同程度的焦虑及抑郁情绪，使患者

智力和认知力受损，严重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2］。

现代医学研究［3-4］发现，抑郁症的发生与多巴胺、去

甲肾上腺素及 5- 羟色胺等脑部神经递质和受体关系

密切。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是新型选择性 5- 羟色胺再

摄取抑制剂，具有良好的抗抑郁作用。而中医将抑

郁归为“中意郁证”的范畴，以思维迟缓、情感低落

及意志活动减退为主要表现。为进一步提高对脑卒

中焦虑抑郁状态的治疗效果，本研究探讨了疏肝解

郁胶囊联合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治疗脑卒中患者焦虑

抑郁状态的临床疗效，取得了较好的结果，现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 2015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本院收治

的 118 例脑卒中后并发抑郁焦虑的患者随机分为联

合组、对照组各 59 例。

联合组 59 例，男 34 例、女 25 例，年龄 58～79
岁，平均年龄 69.1±8.4 岁，美国国立卫生院卒中量

表评分［5］（NIHSS）7.8±2.1 分，其中出血性脑卒中

22 例，脑梗塞 37 例。对照组 59 例，男 37 例、女 22
例，年龄 55～79 岁，平均年龄 67.4±8.9 岁，NIHSS

评分 7.5±1.7 分，其中出血性脑卒中 20 例，脑梗塞

39 例。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上述资料无显著差

异（P>0.05）。

1.2　病例入选和排除标准

入选标准：（1）脑卒中患者的诊断参考 1996 年

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定的诊断标准［6］；

（2）焦虑、抑郁诊断于患者脑卒中入院后第 2 周；

（3）患者年龄范围 18～79 岁；（4）入院后经 CT、

MRI 检查证实为脑卒中；（4）患者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A）评分 >7 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评分 >8 分。

排除标准：（1）既往具有精神疾病病史、认知

功能障碍的患者；（2）脑卒中意识不清、严重失语或

理解困难的患者；（3）伴有严重的肝肾功能障碍的

患者；（4）对本研究药物具有严重过敏反应的患者。

本研究经取得医学伦理批件以及患者家属的知

情同意，并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1.3　治疗方法

两 组 均 给 予 草 酸 艾 司 西 酞 普 兰 （ 国 药 准 字

H20080599）治疗，每次 10mg，每天 1 次，8 周

1 疗 程 。 联 合 组 加 用 疏 肝 解 郁 胶 囊 （ 国 药 准 字

Z20080580）治疗，每次 2 粒，早晚各服用 1 次，治

疗周期 3 个月。

1.4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 1 个月、3 个月的

HAMD、HAMA 评分；检测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

治疗 3 个月后的血清神经肽 Y（NPY）、P 物质（SP）、

血清神经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 -1β（IL-1β）、白

细胞介素 -6（IL-6）、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

的水平变化。

1.5　检测方法

取患者清晨空腹静脉血 3ml 于盛有 30ul 肝素钠

的 Ep 管中，3000r/min 离心 10min 后分离血清，运用

酶联免疫法对 NPY、SP 及血清神经细胞因子进行检

测。所有试剂盒均由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提供。

1.6　统计学方法

用 SPSS13.0 统计软件分析处理数据，计量资料

采用均数和标准差（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P<0.05 表示具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治疗前后的 HAMA、HAMD 评

分比较

治疗前，联合组和对照组的 HAMA、HAMD 评

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1 个月、3 个

月后，两组患者的 HAMA、HAMD 评分较治疗前均

显著的降低（P<0.05），且联合组的 HAMA、HAMD

评分均显著的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2。
表1　两组患者的治疗前后的HAMA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1个月 治疗3个月

联合组 59 17.96±2.14 13.03±1.92*△ 7.20±1.53*△

对照组 59 18.20±2.31 14.85±2.00* 8.16±1.77*

t 值 0.585 5.042 3.152

P 值 　 0.716 <0.001 0.024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相比△P<0.05。

表2　两组患者的治疗前后的HAMD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1个月 治疗3个月

联合组 59 19.02±2.27 14.46±1.87*△ 8.53±1.71*△

对照组 59 18.92±2.40 16.02±1.96* 9.37±1.80*

t 值 0.417 3.418 2.961

P 值 　 0.826 0.014 0.027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相比△P<0.05。

2.2　两组患者的治疗前后的血清 NPY、SP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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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治疗前，联合组和对照组的血清 NPY、SP 水平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联合组的

NPY 评分均显著的高于对照组（P<0.05），SP 显著的

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2.3　两组患者的治疗前后的血清细胞因子水平

比较

治疗前，联合组和对照组的血清 IL-1β、IL-6、

TNF-α 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后，两组的血清 IL-1β、IL-6、TNF-α 水平均显

著低于治疗前（P<0.05），且联合组血清 IL-1β、

IL-6、TNF-α 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见表 4。
表3　两组患者的治疗前后的血清NPY、SP水平比较（x±s）

组别 n
NPY（ug/ml） SP（ug/m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联合组 59 5.42±1.03 8.21±0.96*△ 6.40±0.83 3.72±0.62*△

对照组 59 5.57±1.16 7.24±0.89* 6.22±0.90 4.41±0.75*

t 值 0.394 4.475 0.716 3.511

P 值 　 0.867 <0.001 0.528 0.011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相比△P<0.05。

表4　两组患者的治疗前后的血清细胞因子水平比较（x±s）

组别 n        
IL-1β（ng/ml） IL-6（pg/ml） TNF-α（ng/m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联合组 59 0.51±0.07 0.32±0.08*△ 169.34±18.57 124.41±13.05*△ 2.47±0.43 1.55±0.34*△

对照组 59 0.50±0.09 0.40±0.09* 165.92±20.36 138.55±14.72* 2.51±0.52 1.78±0.29*

t 值 0.674 5.103 1.135 4.916 0.854 3.702

P 值 　 0.592 <0.001 0.251 <0.001 0.443 0.002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相比△P<0.05。

3　讨论

脑卒中亦称“中风”，常合并焦虑及抑郁等负面

情绪，相关研究［7-8］显示脑卒中发病后 1 年左右是情

绪障碍的高发期，发病率约为正常人群的 2 倍。脑

卒中出现焦虑及抑郁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可能与

脑卒中患者出现神经功能障碍有关，可引发短时智

力及记忆力损伤，还可诱发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

从而导致神经功能康复时间延长，降低治疗效果，

给患者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痛苦［9］。因而针

对脑卒中患者出现的焦虑、抑郁状态进行及时、有

效的治疗尤为重要。

脑卒中后的焦虑、抑郁治疗常选择药物治疗，

主要药物有三环类、单胺氧化酶抑制剂、选择性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及 5-HT 再摄取抑制剂等［10］。

本研究使用的草酸艾司西酞普兰属于高选择性的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可通过选择性抑制突触前膜

5-HT 的再摄取，使突触间隙的 5-HT 水平升高，从

而发挥抗抑郁的作用，该类药物不良反应少，安全

性高，无锥体外系反应、心血管副作用及抗胆碱作

用，其对于合并多种疾病的脑卒中抑郁的老年患者

而言较为合适，并且可以长期使用［11］。

中医认为焦虑、抑郁为肝气郁结、气血逆乱、

阴阳平衡失调、气机不畅引发，应以疏肝行气为治

疗原则［12］。舒肝解郁胶囊的有效成分为刺五加及贯

叶金丝桃。其中刺五加具有坚筋骨、强意志、补中、

益精的功效，经药理学研究［13］发现其可促进机体的

细胞免疫及体液免疫而发挥镇静、抗疲劳的作用；贯

叶金丝桃可对机体中枢神经系统的 5- 羟色胺、多巴

胺及去甲肾上腺素等递质的再摄取起到抑制作用，

提升突出间隙的递质水平，而发挥抗抑郁的作用。

近年来，大量的研究［14］显示中西医结合可发挥明显

的协同作用，提高治疗效果。故此，为进一步提高

对脑卒中焦虑抑郁状态的治疗效果，本研究深入探

讨了疏肝解郁胶囊联合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治疗脑卒

中患者焦虑抑郁状态的临床疗效。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前，联合组和对照组的

HAMA、HAMD 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治疗

1 个月、3 个月后，两组患者的 HAMA、HAMD 评

分较治疗前均显著的降低，而且联合组的 HAMA、

HAMD 评分均显著的低于对照组。上述结果说明疏

肝解郁胶囊联合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治疗脑卒中患者

焦虑抑郁状态疗效显著。

有研究［15］发现 NPY、SP 造成的神经功能紊乱

是造成原发性失眠及抑郁症的病理机制之一，可在

下丘脑、海马、杏仁核、蓝斑及大脑皮质等情感调

节脑区大量表达，且可与单胺类神经递质相互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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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调节机体的昼夜生物节律。NPY 具有内源性抗

抑郁、抗焦虑及镇静催眠的作用，但 SP 恰好相反，

其为兴奋性神经递质，具有致抑郁、焦虑及促进觉

醒的作用。本研究对治疗后 NPY、SP 水平的研究发

现联合组的 NPY 评分均显著的低于对照组、SP 显著

的高于对照组，提示经过疏肝解郁胶囊联合草酸艾

司西酞普兰治疗后患者抑郁症状明显改善。进一步

对治疗后的免疫因子水平比较发现联合组的血清 IL-

1β、IL-6、TNF-α 水平均显著的低于对照组，提示

经过疏肝解郁胶囊联合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后可

显著降低脑卒中焦虑抑郁患者的炎症反应，间接说

明联合治疗对脑卒中焦虑抑郁患者的作用更为明显。

综上所述，疏肝解郁胶囊联合草酸艾司西酞

普兰治疗脑卒中患者焦虑抑郁具有更加显著的临床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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