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8 年第 45 卷第 1 期- 128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卒中后抑郁的疗效及其对患者MMSE评分、ADL
评分的影响

刘　伟 、 赵静雅 、 尚小龙 、 吴　超

【摘要】目的　探讨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卒中后抑郁（PSD）的疗效及其对患者 MMSE 评分、

ADL 评分的影响。方法　将 120 例 PSD 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0 例）与观察组（�0 例），对照组在常

规治疗基础上加用疏肝解郁胶囊，观察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草酸艾司西酞普兰，采用美国国立

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经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MMSE）、

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进行疗效评价。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NIHSS 评分、HAMD 评分、

MMSE 评分、ADL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 4 周后，观察组 HAMD 评分显著低

于对照组（P< 0.05），两组患者其余量表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 24 周后，观察

组 NIHSS 评分、HAMD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MMSE 评分、ADL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草酸艾司西酞普兰能够缓解 PSD 的抑郁症状，改善神经功能和认知功能，提高日常生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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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of escitalopram oxalate on patients with post stroke depress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MMSE scores 
and ADL scores　　LIU Wei，ZHAO Jingya，SHANG Xiaolong，et al. Huaihe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Kai-
feng 47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escitalopram oxalate on the patients with post stroke depres-

sion（PSD）and its influence on MMSE scores and ADL scores. Methods　120 patients with PSD were divided into 

an control group（n=60 cases）and an observation group（n=60 cases）randomly，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Shugan 

Jieyu capsules baesd on conventional therapy，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escitalopram oxalate based on con-

ventional therapy，and the efficacy was evaluated by NIHSS，HAMD，MMSE and ADL.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

the scores of NIHSS，HAMD，MMSE and ADL on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had not obvi-

ous differences；After 4 weeks of treatment，the HAMD score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obviously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5），and no obvious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other scale scores between the 2 groups；After 24 

weeks of treatment，the NIHSS and HAMD score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obviously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0.05），while the MMSE and ADL score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obviously higher（P<0.05）. Conclusion　

The escitalopram oxalate can promote neurological function recovery，cognitive dysfunction and activities of daily liv-

ing，relieve depressive symptoms on PSD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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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是指突然发生的、由脑血管病变引起的

局限性脑功能障碍，并且持续时间超过 24 小时或引

起死亡的临床症候群［1］。脑卒中不仅导致患者神经功

能损害，还易发生卒中后抑郁（PSD）、卒中后认知

功能障碍等并发症，给患者的生存质量带来严重影

响［2］。本研究即旨在探讨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治疗 PSD

的疗效及其对患者 MMSE 评分、ADL 评分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16 年 1 月 ~2017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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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PSD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如下：①符合

脑卒中的诊断标准［3-4］；②发病至入院时间＜ 7d；③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 17 分；④经简易

智力状态检查量表（MMSE）判定为合并认知功能障

碍；⑤经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判定为合并日常

生活能力下降；⑥无相关药物使用禁忌症；⑦签署知

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或继发性

脑出血患者；②重度抑郁或严重认知功能障碍患者；

③意识障碍，或生命体征不稳定，或严重失语患者；

④合并重要脏器功能受损患者；⑤既往脑部有器质性

疾病患者；⑥既往有认知功能障碍或精神异常患者。

将上述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60 例）与观察组（60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

脑卒中类型、病变部位、基础疾病等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疏肝解郁胶囊，

常规治疗方案包括脑卒中常规治疗以及必要的功能

锻炼等，疏肝解郁胶囊使用方法为 720 mg/ 次，口服，

2 次 /d，连续服用 24 周。观察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

加用草酸艾司西酞普兰，其常规治疗方法与对照组

一致，草酸艾司西酞普兰使用方法为 10 mg/ 次，早

餐后口服，1 次 /d，连续服用 24 周。

1.�　观察指标

①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

反映神经功能缺损的指标，NIHSS 评分越高，患者

神经功能缺损越严重。② HAMD 评分：反映抑郁状

况的指标，HAMD 评分越高，患者抑郁症状越严重。

③ MMSE 评分：反映认知状况的指标，MMSE 评分越

高，患者认知功能越好。④ ADL 评分：反映生活能

力的指标，ADL 评分越高，患者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19.0 统计学软件，组内不同时间点之

间各量表评分的比较采用重复测量设计资料的方差

分析、配对设计 t 检验，不同时间点组间各量表评分

比较采用 u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治 疗 前 ， 两 组 患 者 N I H S S 评 分 、 H A M D 评

分、MMSE 评分、ADL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 4 周后，观察组 HAMD 评分显著低

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者其余量表评分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24 周后，观察组

NIHSS 评分、HAMD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MMSE

评分、ADL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结果详

见表 1~4。

表1　组内及组间NIHSS评分的比较（x±s，分）

分组 治疗前 治疗4周后 治疗24周后

观察组（60例） 17.5±3.4 17.0±3.0 8.4±2.5

对照组（60例） 16.9±3.3 16.8±3.1 12.6±2.8

u 0.9809 0.3591 8.6770

P 0.3287 0.7202 0.0000

表2　组内及组间HAMD评分的比较（x±s，分）

分组 治疗前 治疗4周后 治疗24周后

观察组（60例） 23.1±3.8 17.6±3.5 12.4±3.3

对照组（60例） 22.8±3.9 19.9±3.7 17.2±3.2

u 0.4268 3.4980 8.0885

P 0.6703 0.0007 0.0000

表3　组内及组间MMSE评分的比较（x±s，分）

分组 治疗前 治疗4周后 治疗24周后

观察组（60例） 11.8±2.5 12.1±2.9 21.6±3.5

对照组（60例） 12.0±2.8 12.0±3.1 17.2±2.4

u 0.4127 0.1825 8.0310

P 0.6806 0.8555 0.0000

表4　组内及组间ADL评分的比较（x±s，分）

分组 治疗前 治疗4周后 治疗24周后

观察组（60例） 53.9±6.3 54.1±6.2 74.9±7.1

对照组（60例） 54.2±6.7 54.4±6.5 64.5±6.8

u 0.2527 0.2587 8.1942

P 0.8010 0.7963 0.0000

3　讨论

PSD 是脑卒中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是指脑

卒中患者除外肢体症状而以情绪低落、思维迟滞、

活动机能减退等为主要特征的一类情感障碍性疾

病［5］。流行病学研究调查认为 PSD 发病率高达 20％

~60％［6］，目前临床对 PSD 重视不够，诊断率较低，

而 PSD 其不仅影响患者的神经功能恢复，而且还影

响患者的生存质量，导致脑卒中患者住院时间延长、

医疗费用增加，给患者家庭、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

负担［7］。因此探讨 PSD 的治疗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PSD 的治疗首选药物治疗，抗抑郁药物主要有

三环类抗抑郁药（TCAs）、5- 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

素再摄取抑制剂（SNRI）、选择性 5- 羟色胺再摄取

抑制剂（SSRIs）等［8］。TCAs 的不良反应较大，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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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较少使用。SNRI 的代表药物有文拉法辛，其对

PSD 患者的失眠、疲乏无力、躯体化形式障碍等症

状有着较好的疗效，但是不适用于血压控制不佳的

PSD 患者［9］。SSRIs 通过选择性抑制突触前膜再摄取

5- 羟色胺发挥抗抑郁作用，是最常用于 PSD 的治疗

药物。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是目前临床最常应用的是

SSRIs 药物之一。

既往研究发现与帕罗西汀相比，艾司西酞普兰

治疗脑卒中后伴抑郁安全有效，且起效更快［10］。与

米氮平相比，艾司西酞普兰治疗老年急性缺血性脑

卒中后抑郁的疗效确切，具有起效快、作用力强、

安全性高等优点［11。本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于疏肝

解郁胶囊相比，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组患者 NIHSS 评

分、HAMD 评分、MMSE 评分、ADL 评分的改善效

果更好。

综上所述，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治疗能够更好的

促进缓解 PSD 的抑郁症状，改善认知功能，提高日

常生活能力，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但本研究结果

可能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例如患者社会经济条

件、个性等等，而且样本量较小，所以还需要更多

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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