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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氧治疗对脑卒中后抑郁临床疗效观察及对患者神经功能的影响

黄炫霖 1 、 李　文 2 、 秦　蕙 � 、 余学婕 1 、 徐　鸿 1

【摘要】目的　探讨高压氧治疗对脑卒中后抑郁患者临床疗效及对患者神经功能的影响。方法　

�� 例脑卒中后抑郁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观察组 48 例与对照组 48 例。对照组口服西酞普

兰片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结合高压氧治疗。两组疗程均为 � 周。比较两组治疗疗效，治疗

前后美国国立卫生院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NIHSS）评分、汉密尔顿抑郁量

表（Hamilton's Depression Scale，HAMD）评分及  Barthel 指数（Barthel Index，BI）评分变化。结果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5％）高于对照组（�5.00％）（P< 0.05）；两组 NIHSS 评分治疗后较治疗前下

降（P< 0.05），且患者治疗后观察组 NIHSS 评分低于对照组（P< 0.05）；两组 HAMD 评分治疗后较治

疗前下降（P< 0.05），且患者治疗后观察组 HAMD 评分治疗后低于对照组（P< 0.05）；两组 BI 评分治

疗后较治疗前增加（P< 0.05），且患者治疗后观察组 BI 评分治疗后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高

压氧治疗对脑卒中后抑郁患者临床疗效显著，且可改善患者神经功能，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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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hyperbaric oxygen in the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post stroke depression and 
its effects on neurologic function　　HUANG Xuanlin，LI Wen，QIN Hui，et al. Baise People 's Hospital，Baise 
53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hyperbaric oxygen in the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post stroke depression and its effects on neurologic function. Methods　96 cases of patients with post stroke depres-

sion were col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n=48）and the control group（n=48）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Citalopram Tablets，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hyperbaric oxygen on the basis of treatment ofthe control group . 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6 weeks. The com-

parisons of clinical efficacy，the changes of NIHSS scores，HAMD scores and BI score 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s 

inboth groups were made.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93.75％）was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75.00％）（P<0.05）；After treatment，the NIHSS scores in both group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P<0.05），and the NIHSS score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After treatments，the HAMD scores in both groups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before（P<0.05），

and the HAMD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The BI scores in both groups after treatment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before（P<0.05），and 

the BI scor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Hyperbaric oxygen in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post stroke depression has a striking clinical effects，andimprove the 

neurologic function，so it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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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后抑郁主要是指脑卒中后所致的一种抑

郁症，属继发性抑郁症一种，也为脑卒中后的一种

常见精神障碍 [1]。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脑卒中后抑郁发

病率呈上升趋势，其临床表现主要为兴趣减退、思

维迟钝、情绪低沉、食欲减退及睡眠障碍等，且其

表现较为隐匿，容易出现漏诊、误诊，严重影响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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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生活质量 [2]。因此，临床上对于脑卒中后抑郁患

者采取有效的治疗方法尤为重要。本研究旨在探讨

高压氧治疗对脑卒中后抑郁临床疗效及对患者神经

功能的影响。见下文。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自我院于 2014 年 12 月 ~2016 年 3 月期间收

治的脑卒中后抑郁患者 96 例，按照《各类脑血管疾

病诊断要点》[3] 中关于脑卒中诊断标准，且按照《中

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CCMD-III）》[4] 中

关于抑郁症诊断标准。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

观察组 48 例与对照组 48 例。观察组 48 例中，男 15
例，女 33 例；年龄 31~67 岁，平均（51.39±5.42）岁；

脑梗死 39 例，脑出血 9 例；脑卒中后发病时间 3~9
个月，平均（5.78±1.32）个月；其中轻度抑郁 29 例，

中度抑郁 19 例。对照组 48 例中，男 17 例，女 31
例；年龄 32~69 岁，平均（50.83±5.67）岁；脑梗死

37 例，脑出血 11 例；脑卒中后发病时间 3～10 个月，

平均（6.03±1.29）个月；其中轻度抑郁 30 例，中度

抑郁 18 例。入组患者均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且

患者均签订知情同意书者。两组一般资料比较无统

计学差异（P>0.05）。

1.2　抑郁程度评价标准

抑郁自评量表参照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 [5]，由

20 个问题组成，每项评分 4 分，总分等于各条目得

分之和，以标准分评定：50 分≤评分＜ 60 分轻度抑

郁，60 分≤评分＜ 70 分中度抑郁。

1.�　入组标准及排除标准

入组标准：①符合相关诊断标准者，且经 CT 或

MRI 证实为脑卒中；②继发性脑卒中 2 个月以上，同

时患者抑郁症状持续 14d 以上者，属轻、中度抑郁；

③患者生命体征平稳。

排除标准：①合并肺、肾、肝等功能严重异常者；

②伴精神障碍、痴呆及失语等；③过敏体质者。

1.4　方法

对照组：口服西酞普兰片（国药准字 H20051923，

规格：20 mg），起始给药剂量为每日 10 mg，2 周内增

加剂量为每日 20 mg；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结合高压氧治疗，治疗

压力 0.2MPa，加压 20min 后稳压吸氧 30min，间隔

5min 后稳压吸氧 30min，减压时间为 20min，每日 1
次，两组疗程均为 6 周。

1.5　疗效评价标准

疗效评价依据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标

准，共包括 17 项，评分总分为 54 分：①治愈：患者

HAMD 评分变化 >90％；②显效：患 HAMD 评分变

化在 75％~90％；③有效：患者 HAMD 评分变化在

50％~74％；④无效：患者 HAMD 评分变化 <50％。

1.�　观察指标

（1）观察两组患者美国国立卫生院卒中量表

（NIHSS）评分治疗前后变化，NIHSS 包括 11 个条

目，分别为忽视证、视野、感觉、构音障碍、失语、

共济失调、下肢肌力、上肢肌力、面瘫、凝视、意

识，评分总分为 35 分，评分越高则说明神经功能缺

损越严重；（2）观察两组患者 HAMD 评分治疗前后

变化，评分包括 17 项，评分为 54 分，评分越低则

说明病情越好；（3）观察两组患者 Barthel 生活能力

指数（BI）评分治疗前后变化，包括 10 项，评分 100
分，评分越高则说明生活能力越好。

1.�　统计学处理

使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2 统计学软件进行本研

究数据分析，计量数据用（x±s）表示，计数数据用

率或百分比（n，％）表示，比较分别用 t 和 χ2 检验，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见表 1。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93.75％）高于对

照组（75.00％）（P<0.05）。

2.2　两组 NIHSS 评分比较

见 表 2 。 两 组 N I H S S 评 分 治 疗 后 均 下 降

（P<0.05）；且观察组 NIHSS 评分治疗后低于对照组

（P<0.05）。

表1　两组疗效比较（n，％）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48 8（16.67） 19（39.58） 18（37.50） 3（6.25） 93.75

对照组 48 2（4.17） 15（31.25） 19（39.58） 12（25.00） 75.00

χ2 - - - - - 6.400

P - - - -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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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NIHS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观察组 48 18.56±3.14 9.02±1.27 19.514 <0.05

对照组 48 18.97±2.87 13.18±2.07 11.336 <0.05

t - 0.668 11.868 - -

P - >0.05 <0.05 - -

2.�　两组 HAMD 评分比较

见 表 3 。 两 组 H A M D 评 分 治 疗 后 均 下 降

（P<0.05）；且观察组 HAMD 评分治疗后低于对照组

（P<0.05）。

表3　两组HAMD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观察组 48 23.26±3.45 12.73±2.14 17.970 <0.05

对照组 48 23.76±3.26 16.81±2.35 11.982 <0.05

t - 0.730 8.894 - -

P - >0.05 <0.05 - -

2.4　两组 BI 评分比较

见表 4。两组 BI 评分治疗后增加（P<0.05）；观

察组 BI 评分治疗后高于对照组（P<0.05）。

表4　两组BI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观察组 48 47.38±4.52 82.13±7.62 27.174 <0.05

对照组 48 46.52±4.16 65.29±6.35 17.130 <0.05

t - 0.970 11.762 - -

P - >0.05 <0.05 - -

3　讨论

脑卒中后抑郁症状可持续 14 d 以上，程度较重

的可表现为自杀观念，悲观绝望和精神运动迟滞现

象，而程度较轻的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睡眠障碍、

食欲丧失、体重下降等。脑卒中后抑郁具体发病机

制尚不未完全阐明，认为脑卒中后抑郁发生与社会、

心理及生物因素相关。现代医学认为脑卒中后抑郁

主要包括以下 3 种学说，具体如下 [6，7]：①内源性学

说：认为脑卒中能够损伤脑去甲肾上腺素（NE）能神

经末梢和 5- 羟色胺（5-HT）能神经元及其通络，从

而造成 NE 和 5-HT 间的平衡失调；②生物 - 心理 -

社会因素学说：认为脑卒中后能够引起内分泌、神经

营养因子及神经递质等一系列生物学异常，而于脑

卒中后的日常生活能力下降、神经功能障碍等会给

患者带来各种心理反应，再加之受社会因素的影响，

及各种影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进脑卒中后抑郁

的发生；③外源性学说：认为脑卒中后躯体功能下降

甚至丧失，社会支持系统、经济状态及躯体功能的

减弱甚至丧失等超出了患者对所能应对的能力，从

而致使患者在心理上的失调而产生兴趣下降、情绪

低落、睡眠障碍以及烦躁等抑郁表现。

高压氧是脑卒中康复期的一种重要治疗方法。

高压氧用于脑卒中后抑郁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①高压氧能够改善组织供氧，改善脑组织代谢，从

而促进脑损伤修复 [8]；②高压氧能够阻断缺氧而产

生氧自由基，同时还可诱导和加速超氧岐化酶的合

成，阻止氧自由基对神经结构的破坏 [9]；③高压氧能

够使正常脑组织血管收缩和血流量降低，从而有助

于防止脑水肿，同时对缺血区的脑组织血管无收缩

作用，还有利于缺血区的脑组织恢复正常 [10]；④高压

氧能够增强脑代谢酶的活性，促进 ATP 合成和有氧

代谢，纠正由于无氧代谢和缺氧引起的酸中毒，稳

定脑内代谢，促进脑组织正常代谢，从而保护脑细

胞功能 [11，12]。本研究表明，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高

于对照组，提示高压氧可提高治疗疗效；两组 NIHSS

评分治疗后下降，观察组 NIHSS 评分治疗后低于对

照组，提示高压氧可促进患者神经功能恢复；两组

HAMD 评分治疗后下降，观察组 HAMD 评分治疗后

低于对照组，提示高压氧可明显改善患者抑郁状态；

两组 BI 评分治疗后增加，观察组 BI 评分治疗后高于

对照组，提示高压氧可改善患者生活能力。

综上所述，高压氧治疗对脑卒中后抑郁患者临

床疗效显著，且可改善患者神经功能，具有重要研

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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