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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联合系统心理干预治疗对老年卒中后抑郁疗效 
的观察

孙　芸 、 陈　丹 、 刘　婷 、 李　卓

【摘要】目的　探究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联合系统心理干预治疗对老年卒中后抑郁的疗效。方

法　选取自 2014 年 1 月 ~201�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 200 例脑卒中后抑郁的老年患者，按随机数表将其

分为 4 组，即 A、B、C、D 组，每组各 50 例。A、B、C、D 组分别给予常规治疗、常规治疗 +5 羟色

胺再摄取抑制剂、常规治疗 + 系统心理干预、常规治疗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 + 系统心理干预。比

较四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抑郁程度、肌力、神经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评分情况。结果　与治疗前相比，

四组患者治疗后抑郁程度评分、神经功能缺损程度（neural function defect score，NFDS）评分均显著

下降，肌力评分、Barthel 指数（Barthel index，BI）评分均显著升高，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 0.05）；以 D 组患者治疗后的抑郁程度评分、NFDS 评分最低，肌力评分、BI 评分最高，与

其他三组治疗后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联合系统心理

干预治疗老年脑卒中后抑郁的效果显著，优于单独治疗，值得在临床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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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 combined with systemic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senile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 Methods　200 cases of post-stroke depression in elderly 

patients selected from January 2014 to January 2016 in our hospital will b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an-

dom number table，namely A，B，C，D group，each group of 50 cases. A，B，C，D group were respectively given 

conventional treatment，conventional treatment +5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conventional treatment + systemic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conventional treatment +5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 + systemic psychological interven-

tion. The scores of depression，muscle strength，nerve function and daily living abilit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four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scores of the depression and neurologi-

cal function defect scale of four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muscle strength scores and Barthel index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P<0.05）. The score of depression and NFDS score in D group 

were the lowest，muscle strength score and BI score were the highest after treatment（P<0.05），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P<0.05）after treatment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three groups.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 and systemic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s more effective than single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senile 

patients with post -stroke depression. It is worthy to be widely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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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是一种常见的神经内科疾病，其常见并

发症有脑卒中后抑郁（Post-stroke depression，PSD），

以睡眠障碍、情绪低落、兴趣下降、甚至绝望或自

杀倾向等为主要临床表现［1］。大量文献报道，与其

他疾病人群或健康人群相比，脑卒中人群发病后抑

郁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较高，且呈逐年递增的趋势。

临床上针对 PSD 患者的治疗包括常规治疗、抗抑郁

药物治疗、心理干预等措施，目前临床医师的关注

的重点在于如何有效的治疗 PSD。选择性 5- 羟色胺

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SSRIs）是一种常用的抗抑郁药物，能快速有效的缓

解抑郁症状，改善神经功能缺损，对预后十分有利，

因而可作为首选的治疗 PSD 的方法［2］。系统心理干

预对患者的抑郁状态具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作用，提

高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从而有利于神经功能的康

复及生活质量的改善［3］。本研究对 PSD 患者采取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联合系统心理干预治疗，取得

的疗效十分满意，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4 年 1 月 ~2016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老年

PSD 患者 200 例，按随机数表法分为 A、B、C、D

四组，每组各 50 例。A 组男 28 例，女 22 例，年龄

60~74 岁，平均（66.4±2.5）岁，患病类型：缺血性

脑卒中、出血性脑卒中分别为 35 例、15 例；B 组男

27 例，女 23 例，年龄 60~73 岁，平均 （65.3±2.8）

岁，患病类型：缺血性脑卒中、出血性脑卒中分别为

34 例、16 例；C 组男 30 例，女 20 例，年龄 60~75 岁，

平均（65.9±2.9）岁，患病类型：缺血性脑卒中、出

血性脑卒中分别为 38 例、12 例；D 组男 29 例，女 21
例，年龄 60~74 岁，平均 （66.4±2.5）岁，患病类型：

缺血性脑卒中、出血性脑卒中分别为 39 例、11 例。

本研究患者以及家属均事先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四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卒中类型及患者在各类型

的例数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

有可比性。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1）纳入标准：① 所有患者均经头颅 CT 或

MRI 检查证实为脑卒中，且符合中华医学会第四次

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第三次修订的脑卒中诊断

标准，按照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

（CCMD-3）［4］中抑郁症的诊断标准诊断 PSD；② 所

有病例经内科治疗后生命体征平稳、意识清醒，不

存在明显的语言障碍；③ 采用 24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

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s-24，HAMD-24）评

分、神经功能缺损程度（neural function defect score，

NFDS）评分分别在 8 分以上、 1 分以上；（2）排除标

准：① 排除严重意识障碍、认知障碍或其他严重躯

体疾病而不能配合检查的患者；② 排除存在精神病

史或家族史的患者；③ 排除其他严重精神疾病（抑郁

症除外）的患者，排除对抗抑郁药物依赖的患者。

1.�　治疗方法

主治医生分别对入院后的四组患者均给予降

压、降血脂、脱水、调节血糖、抗凝、改善脑循环、

营养神经药物等常规治疗。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

剂（即帕罗西汀）治疗：于清晨口服，剂量为 20mg/

次·d。需进行心理干预的患者再由专业护理人员有

针对性的进行维期三个月的系统心理干预，具体干

预措施如下：（1）认知行为治疗。首先，主动与患

者进行交流沟通，了解其目前的主要症状、情绪状

况及思想内容，关心体贴患者，获取患者的信任，

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鼓励患者以积极的心态面对

现实、配合治疗，告知患者治疗的效果，使其充分

认识到，充分肯定患者主动的康复行为，使其树立

正确的治疗态度及对疾病康复、回归正常生活的信

心，一周 2 次，每次约持续 1h。（2）支持性心理治疗。

在每日的医疗工作中，医护人员随时观察患者的情

绪状况，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对于有问题者，根据

其具体情况给予个体化的心理疏导，鼓励并诱导患

者将内心的情绪倾述或发泄出来，安慰、疏导、鼓

励、指导、劝解患者，以减轻或消除其负面情绪。

动员家属、朋友对患者进行关心、支持，充分发挥

患者在积极康复中的的主观能动性。（3）其他心理

治疗。包括身心放松训练、集体心理治疗、建立良

好的家庭及社会支持等，医护人员指导患者进行呼

吸和肌肉的放松训练，一天 2 次，引导患者采取读

报纸、听音乐等方式来转移注意力和缓解身心压力，

根据患者个性特点安排病房，以维持和谐的病房氛

围；医院定期将患者集中起来开展语言交谈及成功经

验的交流，各自充分发表意见，彼此对错误的认识、

不良行为进行纠正，并邀请资深专家或教授进行健

康宣教，详细地讲解有关疾病的防治知识；医护人员

指导家属协助患者的康复训练及运用正确的方法来

疏导患者的心理，努力促进与患者有关的人员关心、

帮助患者，参与其心理治疗中，多与患者交流。

1.4　观察指标及疗效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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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于治疗前、治疗第 3 个月对患者的抑郁程

度、肌力、神经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进行评分，并

比较。抑郁程度判断采用 HAMD 量表，日常生活能

力评定采用改良 Barthel 指数（Barthel index，BI），神

经功能评定采用 NFDS，肌力评定采用斯堪的那维亚

卒中量表（SSS）。

1.5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用 SPSS 13.0 统计学软件分析，计量

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用 t 检验进行两组间计

量资料差异比较，用方差分析进行多组间计量资料

差异比较，P<0.05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抑郁程度评分比较

治疗前四组患者的抑郁程度评分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各组患

者的抑郁程度评分均明显下降，治疗前后比较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D 组治疗后的抑郁程度

评分明显低于其他三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详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抑郁程度评分比较（分，x±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A组 50 36.26±5.43 30.67±4.11

B组 50 35.89±5.21 26.45±3.98

C组 50 36.17±5.08 23.37±3.52

D组 50 35.97±5.12 19.08±3.17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肌力评分比较

治疗前四组患者的肌力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各组患者的

肌力评分均显著升高，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D 组治疗后的肌力评分明显高于

其他三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而 B、C 组治疗后的肌力评分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P>0.05）。详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肌力评分比较（分，x±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A组 50 6.54±3.05 11.23±3.55

B组 50 6.79±2.91 13.98±3.70

C组 50 6.90±3.23 14.17±3.88

D组 50 6.81±3.42 17.33±4.06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神经功能评分及日常

生活能力评分比较

治疗前四组患者的 NFDS 评分、BI 评分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

各组患者的 NFDS 评分均明显降低，BI 评分均显著

升高，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D 组治疗后的 NFDS 评分明显低于其他三组，BI 评

分明显高于其他三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而 B、C 组治疗后的 NFDS 评分、BI

评分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神经功能评分及日常生活能力评

分比较（分，x±s）

组别 例数
NFDS评分 BI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A组 50 27.12±4.34 19.43±2.90 31.34±4.64 42.23±4.62

B组 50 26.93±3.91 12.52±2.70 31.79±5.04 50.75±5.43

C组 50 27.21±3.87 12.31±2.62 32.01±4.89 51.23±5.38

D组 50 26.86±3.80 5.94±1.87  31.86±4.73 58.90±5.66

3　讨论

脑卒中后抑郁（PSD）是脑卒中后常见的并发

症之一，不仅给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还

阻碍了患者的康复和治疗，导致预后较差，病死

率、致残率大大提高。在 PSD 发病机制中 5- 羟色

胺（5-hydroxytryptamine，5-HT）起着十分关键的作

用，其中枢水平的减少可导致 PSD 的发生［5］。5- 羟

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对突触前膜的 5-HT 受体

起到选择性阻断作用，故减少了突出间隙 5-HT 的再

摄取，使间隙内 5-HT 水平大大升高，从而发挥抗抑

郁的效果［6］。除了能改善抑郁症状外，SSRI 类药物

还能使神经递质 5-HT 的功能明显改善，促进神经运

动功能恢复，从而利于脑损伤后的功能恢复。由于

SSRI 具有口服吸收良好、毒副作用小等优点，目前

已成为国内外 PSD 治疗的首选药物［6，7］。既往对 PSD

患者的治疗以药物治疗为主，忽视了对患者的心理

护理，但大量调查发现，PSD 患者的生活质量大大

降低，且严重者甚至出现自杀倾向，故对这类患者

进行早期的心理治疗十分必要，不仅能改善抑郁症

状，且对提高治疗效果十分有帮助［8，9］。近年来，越

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对疾病进行药物治疗同时还要

求配合心理干预，有利于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全

面提高。

目前，国内外开始越来越关注 PSD 的治疗，关

于各类抗抑郁药物治疗 PSD 的报道较多，但针对

PSD 心理干预治疗的报道较少，两者联合应用的报

道更为少见［10，11］。国内学者张朝辉等［12］的研究发

现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不仅能缓解抑郁症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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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效促进相关区域神经的再生，并阻止脑细胞的

死亡。近年来，在 PSD 的治疗中心理治疗开始逐渐

凸显其作用，浮艳红等［13］的研究发现，心理治疗对

PSD 患者的抑郁状态也具有很好的改善效果，还能

使患者的生活能力大大提高。本研究为探究 5- 羟色

胺再摄取抑制剂联合系统心理干预治疗 PSD 的效果，

将其与单独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治疗、单独系

统心理干预治疗、单独常规治疗比较，治疗前后的

HAMD 评分、肌力评分、NFDS 评分、BI 评分显示，

四组患者治疗后 HAMD 评分、NFDS 评分均较治疗

前明显降低（P<0.05），肌力评分、BI 评分均较治疗

前明显升高（P<0.05），且以 D 组最为显著，表明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联合系统心理干预治疗 PSD 在

抗抑郁、肌力恢复、改善神经功能、提高生活能力

方面明显优于单独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或系统心

理干预治疗。这是由于 PSD 发病与多种因素有关，

其中重要的参与机制是生物学机制及社会心理机

制［14］，药物治疗通过提高突触间隙内 5-HT 含量而

发挥抗抑郁效果，心理干预通过心理疏导、心理支

持、社会支持等方式有效控制患者的抑郁情绪，增

加其参与治疗的积极性，对药物发挥治疗效果起到

很好的协助作用，有利于病情的控制。本研究还显

示，C 组治疗后的 HAMD 评分较 B 组治疗后低，比

较差异显著（P<0.05），但治疗后的肌力评分、NFDS

评分、BI 评分比较差异不显著（P>0.05），说明在抗

抑郁方面系统心理干预的疗效优于 5- 羟色胺再摄取

抑制剂，这与任赫等［15］的研究报道较为一致。

但本研究发现此种抑制剂仍有少量副反应，如

口干、恶心、食欲下降等，但患者发生率较低，程

度较为轻微，患者无需停药可自行恢复。

综上所述，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联合系统心

理干预能显著改善老年 PSD 患者的抑郁状态、肌力

水平、神经功能缺损及生活能力，较单独 5- 羟色胺

再摄取抑制剂或系统心理干预而言，对提高疗效更

有益，在临床具有很高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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