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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力新辅助治疗心肌梗死合并情感障碍患者的疗效分析

朱　俊 1 、 张超锋 1 、 武卫党 1 、 王聪霞 2

【摘要】目的　探讨黛力新辅助治疗心肌梗死（MI）合并情感障碍对患者心功能的影响及作用机

制。方法　将 92 例 MI 后合并情感障碍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n=46）给予 MI 常规治疗，观察

组（n=46）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黛力新治疗。比较两组治疗前及治疗 2 周后的心功能指标、汉密尔顿

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血清 ET-1、PAI-1、hs-CR、Ang Ⅱ水平变

化。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的 HAMA 评分、HAMD 评分、血清 ET-1、PAI-1、hs-CR、Ang Ⅱ水平显

著低于治疗前及对照组，LVEF、CO、SV 显著高于治疗前及对照组（P< 0.05）。结论　黛力新能够

有效改善 MI 后情感障碍患者的焦虑抑郁症状及心功能，其可能机制与下调血清 ET-1、PAI-1、hs-

CR、Ang Ⅱ水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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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rovement and the mechanism of deanxit on the cardiac function in myocardial inf-
arction patients with emotional symptoms　ZHU Jun，ZHANG Chaofeng，WU Weidang，et al. Shaanxi Electric 
Group Hospital，Xi’an 71007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deanxit on the cardiac function in myocardial infarction（MI）

patients with emotion symptoms，an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Methods　92 MI patients with emotion symptom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the control group（n=46）was given standard MI treatment，the observation 

group（n=46）was given deanxit on the basis of standard treatment. The cardiac function indexes（LVEF，CO，SV），

HAMA and HAMD scores，serum levels of ET-1，PAI-1，hs-CR and Ang II were analyzed. Results　After treat-

ment，the HAMA score，HAMD score，serum levels of ET-1，PAI-1，hs-CR and Ang II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while the LVEF，CO and SV of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P<0.05）. Conclusion　Deanxit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the emotional symptom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mprove the cardiac function of MI patients with emotion symptoms，its mechanism may related to the decrease of serum 

ET-1，PAI-1，hs-CR，Ang II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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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障碍是心血管疾病患者常见合并症，以焦

虑、抑郁障碍最为常见，是影响患者临床预后的重

要危险因素之一。既往对心肌梗死（MI）的临床治疗

中往往偏重于疾病抢救，而情感障碍并未获得充分

重视和系统的治疗，严重影响疾病康复及患者的生

存质量［2］。本研究对 MI 伴焦虑、抑郁障碍的患者使

用黛力新辅助治疗，观察了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

心功能变化，并观察了血清内皮素 -1（ET-1）、人纤

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因子 -1（PAI-1）、超敏 -C 反应蛋

白（hs-CR）、血管紧张素Ⅱ（Ang Ⅱ）变化，旨在为

临床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我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收治的

MI 合并情感障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1）符合急性心肌梗死（AMI）诊断标准；（2）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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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NYHA）分级为Ⅰ～Ⅱ级；（3）汉密尔顿焦

虑量表（HAMA）评分≥ 14 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评分≥ 17 分，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

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中对焦虑抑郁情感障

碍的诊断标准；（4）患者意识清楚，具备基本的语

言沟通交流及理解能力，能够配合治疗与临床评估。

排除标准：（1）合并恶性心律失常、严重肝肺肾功

能障碍、器质性脑损伤等疾病者；（2）严重认知功

能障碍、既往神经系统疾病史及精神病史者；（3）

近期服用抗焦虑、抗抑郁药物等相关治疗者；（4）

妊娠期、哺乳期者。符合标准的 92 例患者随机分为

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46 例。观察组中男 25 例，女 21
例，年龄 45～75（57.12±4.43）岁。对照组中男 27
例，女 19 例，年龄 42～78（55.45±4.9 岁。两组一

般资料无统计学差异（P>0.05）。患者均签署了知情

同意书，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常规予以服用氯吡格雷及阿司匹林抗凝、

硝酸酯类药物抗心绞痛、他汀类药物降脂、血管紧

张素转化酶抑制剂、β- 受体阻滞剂、钙离子拮抗剂

等药物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服黛力新（通

用名：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规格：0.5mg：10mg*20

片，批准文号：H20130126）口服，1 片 / 次，早晚各

1 次，老年（年龄 >60 岁）者 1 片 /d 早晨口服，2 周

为 1 疗程，连续治疗 2 个疗程。

1.3　观察指标

治疗前及治疗 4 周后，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

断仪测定左室射血分数（LVEF）、心输出量（CO）及

心搏量（SV）；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和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3］评价，各包含 14、17
项，每项按 0～4 分评价，得分越高则表示焦虑、抑

郁障碍越严重；晨取空腹静脉血 5mL，室温下 3000r/

min 离心 10min，留取血清标本置于 -80℃冰箱内保

存。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测定血清 ET-1、

PAI-1 和 Ang Ⅱ，采用速率散射比浊法测定 hs-CRP，

操作均严格按照试剂说明书执行。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

量资料以 x±s 表示，经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

（％）表示，经卡方（χ2）检验，P<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 HAMA、HAMD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 HAMA、HAMD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

表1　两组治疗前后HAMA、HAMD评分比较（x±s）

组别
HAMA HAMD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n=46） 30.23±6.67 12.23±2.21*# 24.56±5.61 11.02±3.32*#

对照组（n=46） 28.91±6.79 17.78±3.89* 25.13±5.98 15.03±4.71*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2　两组治疗前后心功能指标比较（x±s）

组别
LVEF（％） CO（L/min） SV（m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n=46） 50.12±5.67 64.78±8.97*# 3.09±0.61 5.42±0.83*# 42.45±5.39 53.12±9.35*#

对照组（n=46） 49.43±6.02 57.01±7.45* 3.15±0.57 4.31±0.72* 40.49±6.15 47.56±7.64*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3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学指标比较（x±s）

组别 时间 ET-1（ng/mL） PA-1（pg/mL） hs-CRP（mg/L） AngⅡ（pg/mL）

观察组（n=46） 治疗前 145.68±29.94 85.19±17.34 9.01±1.53 22.45±4.98

治疗后 98.91±15.67*# 62.11±9.98*# 6.85±0.77*# 14.56±2.23*#

对照组（n=46） 治疗前 142.91±27.75 88.24±20.02 9.12±1.57 23.01±5.12

治疗后 121.23±20.09* 74.13±12.55* 8.02±1.12* 18.96±3.41*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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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均显著降低，且观察组

的降低幅度较对照组更加明显（P<0.05），见表 1。

2.2　两组治疗前后心功能指标比较

治 疗 前 两 组 各 指 标 比 较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治疗后均显著提高，且观察组的改善幅

度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2.3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学指标比较

治疗前两组血清 ET-1、PA-1、hs-CRP 及 Ang

Ⅱ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均显著

降低，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3　讨论

MI 发病后一系列功能丧失体验或功能丧失威

胁、活动受限等均可导致焦虑、抑郁等情感障碍。

文献报道显示，MI 后 35％～45％的患者存在不同程

度的抑郁障碍，其中 15％～20％为重度抑郁障碍［4］。

情绪障碍又将影响 MI 疾病过程，并可影响患者的服

药依从性及治疗效果，故情绪障碍被认为是动脉粥

样硬化性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与 MI 的发生、发展

及转归密切相关。

本研究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黛力新辅助治疗，

结果显示，两组治疗 4 周后 HAMA、HAMD 评分均

低于治疗前，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表明在常规抗 MI 治疗也可能通过缓解临床症状而起

到一定的抗焦虑、抑郁作用，而黛力新辅助治疗能

够更好地缓解焦虑、抑郁障碍。分析原因：黛力新主

要成分为氟哌噻吨和美利曲辛，小剂量美利曲辛具

有兴奋神经作用，可抑制突触前膜对去甲肾上腺素

及 5- 羟色胺（5-HT）的再摄取，提高突触间隙内单

胺类递质含量，具有双向调节抑郁作用；氟哌噻吨小

剂量应用时可直接作用于突触前膜中分布的多巴胺

（DA）自身调节受体，提高突出间隙内 DA 含量［5］。

两种成分合用可起到抗焦虑和抗抑郁双重作用，且

能够相互拮抗对方的副反应，减少或避免锥体外系

症状、心率加快及血压升高等［6］。情感障碍与 MI 共

病，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而导致病情加重，进

一步损害心功能。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后

心功能指标（LVEF、CO 及 SV）均较治疗前及对照

组显著改善（P<0.05），表明黛力新治疗 MI 后合并

情感障碍患者的心功能得到了更为明显的改善，这

可能是由于黛力新能够改善患者的情感障碍，克服

MI 对自主神经系统及交感神经的不利影响，从而减

轻心功能损伤，可协同抗 MI 药物进一步改善患者的

心功能。

AMI 的发病机制非常复杂，既往认为其是在长

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基础上，在某些诱因下导致冠

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血小板聚集及血栓形成

而突然阻塞冠状动脉管腔所致心肌缺氧、缺血性坏

死［7］。新近研究表明，神经体液紊乱在 AMI 的发生

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交感 - 肾上腺素

系统激活、肾素 - 血管紧张素 - 醛固酮系统激活、

内皮功能失调等。ET-1 是一种内源性内皮损伤因

子，有维持血管收缩、调节水液平衡等作用，血管

内皮受损可导致 ET-1 分泌增加，而高水平 ET-1 可

导致学挂内皮损伤加重及冠脉痉挛，进而引起血栓

形成、心功能损害［8］。Ang Ⅱ具有强大的血管收缩作

用，并可调节交感神经、自主神经功能就诱导多种

神经体液因子的释放，Ang Ⅱ异常增高有利于心室

重构及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弱化及破裂，参与了各

类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及发展［9］。纤溶系统调节因子

PAI-1 能够抑制尿激酶（UK）及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

物（t-PA）活性而发挥促凝作用，PAI-1 过多可导致

血栓形成［10］。hs-CRP 是一种急性时相反应蛋白，被

认为是首发 AMI 和冠脉血栓时间的重要预测因子［11］。

张海良等［12］研究发现，PCI 术后焦虑抑郁 AMI 患者

的血清 ET-1、PAI-1 及 hs-CRP 水平明显高于无焦

虑、抑郁患者。表明 ET-1、PA-1、hs-CRP 及 Ang

Ⅱ参与了心血管疾病的病理生理过程，而情绪障碍

可能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加重心功能损伤，调控上

述因子可能有利于改善心血管疾病的预后。本研究

结果显示，两组治疗 4 周后血清 ET-1、PA-1、hs-

CRP 及 Ang Ⅱ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而观察组的降

低幅度更为显著，结合两组 HAMA、HAMD 评分变

化，提示黛力新能够有效减轻 MI 患者的情感障碍症

状并改善心功能，这可能与下调血清 PA-1、hs-CRP

及 Ang Ⅱ水平有关。主要是由于焦虑、抑郁障碍能

够提高自主神经系统及交感神经兴奋性，促使相关

炎症因子、促凝血物质、儿茶酚胺、强烈收缩血管

物质等的释放，而黛力新干预能够改善情感障碍，

从而减轻一系列生理效应。

综上所述，黛力新辅助治疗 MI 合并情感障碍

能够有效减轻患者的焦虑、抑郁障碍，同时改善患

者的心功能，其可能机制与下调血清 ET-1、PA-1、

hs-CRP 及 Ang Ⅱ水平有关。但本研究样本较小，且

缺乏对血清 ET-1、PA-1、hs-CRP 及 Ang Ⅱ水平的

多时点或动态检测，可能存在研究结果偏差，还有

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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哌噻吨美利曲辛治疗的对照组 (P<0.05)；观察组患者

和对照组患者均出现一定的不良反应，两组患者选

用氟哌噻吨美利曲辛后，部分患者感到服后有乏力、

恶心及头晕等，同时还出现轻微嗜睡，但继续使用

后未发生明显不良症状，未发生副反应中断治疗者。

因而，这可说明小剂量的氟哌噻吨美利曲辛治疗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抑郁患者的疗效肯定，具有一

定的安全性，可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抑郁患者应

用氟哌噻吨美利曲辛联合个性化心理干预治疗患者

的抑郁焦虑心理状况得到了有效地缓解，且肺功能

情况具有明显改善，因此值得推广。但本研究因人

力有限，未对患者进行长期随访观察，故无法证实

长期疗效，希望在以后工作中可以有更大规模实验

和长期随访进一步证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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