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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苯酞软胶囊合并抗抑郁药对急性脑梗死后抑郁患者的抑郁情绪及神经功
能的疗效

詹雪春 、 王　娜 、 梅炳银 、 朱金洲 、 万汉英

【摘要】 目的　探讨丁苯酞软胶囊协同抗抑郁药治疗对急性脑梗死（Acute cerebral infarct，ACI）

后抑郁患者情绪障碍及脑功能恢复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6 年 3 月～2017 年 3 月本院收治 ACI 合并

抑郁患者 150 例，根据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观察组（n=75）和对照组（n=75）。对照组在常规 ACI

治疗基础上口服盐酸舍曲林片治疗，观察组在常规 ACI 治疗基础上口服丁苯酞软胶囊 + 盐酸舍曲林

片治疗。比较两组治疗临床疗效、美国国立卫生院脑卒中量表（NIHSS）和中国卒中量表（CSS）评

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药物不良反应。结果　观察组总有

效率为 94.67％，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82.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治疗后不同时间

点 NIHSS 和 CSS 评分，HAMD 和 SDS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两组不良反应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丁苯酞软胶囊协同抗抑郁药治疗 ACI 后抑郁症患者安全有效，不仅

可改善患者抑郁状态，还可促进患者神经功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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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Butylphthalide Soft Capsules combined with antidepressants on depression mood and neurologic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fter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ZHAN Xuechun，WANG Na，MEI Bingyin，
Neurology Department in Ezhou Central Hospital，Ezhou 436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Butylphthalide Soft Capsules combined with antidepressants on 

depression mood and recovery of neurologic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fter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ACI）. 

Methods 15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ACI combined with depression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6 to March 

2017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By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15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

servation group（n=75）and the control group（n=75）. Based on the routine treatment of ACI，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oral administration of Sertral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oral 

administration of Butylphthalide Soft Capsules combined with Sertral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scores of the U. 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and Chinese Stroke Scale（CSS），scores 

of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and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and adverse reactions rates were com-

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4.67％ while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82.67％（P<0.05）. The scores of NIHSS and CSS，scores of HAMD and SDS in the ob-

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fter treatment（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dverse reactions ret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Bu-

tylphthalide Soft Capsules combined with antidepressants is safe and effective in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after ACI. It 

can not only relieve the depressive state of patients，but also can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neurologic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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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脑梗死（Acute cerebral infarct，ACI）是常

见的脑血管疾病，多由动脉粥样硬化所致管腔狭窄

引起［1］。ACI 后抑郁是常见脑梗死后情绪障碍，可直

接影响患者神经功能、认知功能等康复［2］。丁苯酞

软胶囊是用于治疗 ACI 常用药物，疗效确切，但关

于其对 ACI 后抑郁患者作用报道较少，本研究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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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丁苯酞软胶囊协同抗抑郁药对 ACI 后中重度抑

郁患者治疗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 年 3 月～2017 年 3 月本院收治 150
例 ACI 后抑郁症的患者。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将 150
例 ACI 后抑郁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n=75）和对

照组（n=75）。观察组中，男 47 例，女 28 例，年

龄 43～75 岁，平均（62.94±5.89）岁，基底节区梗

死 35 例，脑叶梗死 24 例，放射冠梗死 10 例，其

他梗死 6 例。对照组中，男 48 例，女 27 例，年龄

45～75 岁，平均（64.02±5.74）岁，基底节区梗死

36 例，脑叶梗死 23 例，放射冠梗死 9 例，其他梗死

7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相似（P>0.05），具有可比

性。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纳入标准：（1）符合 ACI 诊断标准［3］；（2）符

合国际精分类第十版（ICD-10）中 ACI 后抑郁症诊断

标准［4］，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 项）评分＞

17 分；（3）治疗前未服用抗抑郁、抗精神病类药物；

（4）患者及家属均充分知情后同意参加本项研究。

排除标准：（1）伴有较严重肝肾功能障碍；（2）对研

究涉及药物过敏；（3）具有精神疾病者；（4）存在严

重认知障碍。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抗血小板凝集、改善脑部血

液循环等常规 ACI 治疗，同时进行心理疏导、降

压、降血糖、降血脂、预防感染等治疗。对照组

在此基础上，每天口服盐酸舍曲林片（国药准字

H10980141）治疗，初始剂量 25 mg/d，患者若无不

适，第 2d 可增至 50 mg/d。观察组口服丁苯酞软胶

囊（国药准字 H20050299）200mg/ 次，3 次 /d，同时

口服盐酸舍曲林片治疗，服用方法和剂量与对照组

相同。两组均连续治疗 2 个月。

1.3　观察指标

 临床疗效：根据 HAMD 评分减分率对治疗总有

效率进行评价，治愈：减分率≥ 75％；显效：减分率

在 50％～75％之间；有效：减分率在 25％～50％之

间；无效：减分率＜ 25％。总有效率 = 治愈率 + 显效

率 + 有效率，减分率 =（治疗前评分 - 治疗后评分）

/ 治疗前评分 ×100％。

 于治疗前、治疗后 1 个月和 2 个月，采用美国

国立卫生院脑卒中量表（NIHSS）和中国卒中量表

（CSS）评价两组患者神经功能。采用 17 项 HAMD

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价两组患者抑郁状态。

评分越高，神经功能缺损或抑郁程度越严重。观察

记录两组治疗期间出现的药物不良反应。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差异性分析用 SPSS 20.0 软件分析，计量

数据用平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使用重复测

量方差分析或两独立样本 t 检验进行分析，计数资料

以率或百分比（n，％）表示，采用 χ2 检验进行分析，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的治疗疗效比较

 观察组治疗 2 个月后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治疗疗效比较（n，％）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75 31 22 18 4 94.67

对照组 75 20 24 19 12 82.67

χ2 4.48

P ＜0.05

2.2　两组治疗前后神经功能评分比较

 两组治疗前，NIHSS 和 CS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NIHSS 和 CSS

评分均降低，且在同一时间点，观察组 NIHSS 和

CS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治疗前后NIHSS和CS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时间 NIHSS CSS

观察组 75 治疗前 14.89±2.34 19.47±5.16

治疗后1个月 9.26±1.851）2） 10.73±2.251）2）

治疗后2个月 5.59±0.881）2） 4.33±0.611）2）

对照组 75 治疗前 14.95±2.35 19.38±5.03

治疗后1个月 10.07±1.931） 12.05±2.861）

治疗后2个月 7.12±1.171） 7.24±1.981）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1）P<0.05；与对照组同一时间点比

较，2）P<0.05

2.3　两组治疗前后抑郁状态比较

 两组治疗前，HAMD 和 SD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HAMD 和 SDS

评分均降低，且在同一时间点，观察组 HAMD 和

SD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2.4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两组整个治疗过程中检查的肝、肾功能及心电

图，血、尿常规均无异常。观察组 6 例食欲减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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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恶心呕吐，对照组食欲减退 5、恶心呕吐 3 例，但

两组均无严重药物不良反应出现，组间不良反应发

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3　两组治疗前后HAMD和SD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时间 HAMD SDS

观察组 75 治疗前 24.83±4.28 67.20±5.30

治疗后1个月 15.39±3.461）2） 50.22±4.361）2）

治疗后2个月 8.27±1.821）2） 41.43±3.311）2）

对照组 75 治疗前 24.91±4.01 67.34±5.63

治疗后1个月 18.28±3.521） 53.58±4.551）

治疗后2个月 12.52±2.341） 45.49±3.461）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1）P<0.05；与对照组同一时间点比

较，2）P<0.05

3　讨论

 抑郁症是以精力欠佳、兴趣减退、心境低落为

特征的情绪障碍，ACI 后抑郁是 ACI 常见并发症［5］。

ACI 后抑郁一般采用康复训练、心理疏导、药物等

综合方法治疗。舍曲林属于选择性 5- 羟色胺再吸收

抑制剂类（SSRI）药物，通过抑制 5- 羟色胺的再摄

取，提高突触前 5- 羟色胺水平以达到抗抑郁目的，

是目前常用的且安全性较高的抗抑郁药之一［6］。

 丁苯酞来源于芹菜籽，可提高学习记忆能力，

用于治疗 ACI 疗效确切［7］。改善脑梗死区血液循环，

维持线粒体结构功能完整，改善能量代谢，脑部缺

血区微循环重建是丁苯酞治疗 ACI 的药理作用［8］。

此外，丁苯酞还可对花生四烯酸代谢造成影响，具

有抗血小板凝集、清除自由基等作用［9］。近期有研

究认为丁苯酞在抗抑郁方面也具有一定作用［10］。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

于对照组；观察组治疗后不同时间点 NIHSS 和 CSS

评分、HAMD 和 SD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说明丁

苯酞软胶囊联合舍曲林治疗疗效更为显著，对于神

经功能和抑郁情绪改善显著较优，与吴迎春［11］研

究结果相似。抑郁症的发生是由免疫异常、氧化应

激、线粒体受损等多种因素造成，陈鹏［12］在帕金

森病合并抑郁症研究中指出，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DNF）、5- 羟色胺（5-HT）、血管神经影响因子 -3
（NT-3）、C 反应蛋白（CRP）水平高低均与抑郁相

关，丁苯酞可显著升高 BDNF、5-HT、NT-3 水平，

降低 CRP 水平，说明丁苯酞可能通过保护多巴胺能

神经元和抑制炎性反应改善患者抑郁状态。曹姗［13］

等人研究表明，对于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患者采用

丁苯酞注射液治疗，SCL-90 量表评分和中重度抑郁

患者所占比例明显降低，说明丁苯酞注射液可减轻

患者心理应激水平，降低抑郁发生率。

 本研究两组均无严重不良反应，观察组 6 例食

欲减退，4 例恶心呕吐，对照组食欲减退 5、恶心呕

吐 3 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丁苯酞软胶囊协

同抗抑郁药治疗安全有效，未明显增加治疗期间不

良反应率。

 综上所述，丁苯酞软胶囊不仅有助于神经功能

修复，而且还可改善患者抑郁状态，与抗抑郁药联

合使用，更有利于 ACI 后抑郁患者身心康复，且无

严重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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