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8 年第 45 卷第 2 期 - 327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艾司西酞普兰联合康复训练治疗老年脑卒中后抑郁的效果

苏国锋 1 、 谢旭华 2 、 周　闯 1 、 马晓燕 1 、 王　静 1 、 李雷雯 1

【摘要】目的　研究艾司西酞普兰联合康复训练治疗老年脑卒中后抑郁的效果及安全性。方法　

选择我院 2013 年 1 月 ~2016 年 12 月收治老年脑卒中后抑郁患者 120 例，采用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

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6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脑卒中治疗和艾司西酞普兰，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

用康复训练，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生活质量量表（QOL）以及副反应量表（TESS）对患

者进行评分，评价疗效及不良反应。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HAMD、QOL 评分无差别（P> 0.05）；

治疗后，两组患者 HAMD 评分明显下降，且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第 4、8 周 HAMD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观察组患者有效率为 96.7％，高于对照组的 81.7％，两组患者 QOL 评分均有提高，且观察组患者治

疗后第 4、8 周 QOL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 0.05）；对照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 28.3％，高于观察组

的 10.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采用艾司西酞普兰联合康复训练对老年脑卒中

后抑郁患者疗效较好，不良反应少，可以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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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escitalopram combined with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on elderly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
sion　　SU Guofeng，XIE Xuhua，ZHOU Chuang，et al. The Ninth People’s Hospital of Zhengzhou，Zhengzhou 
450053，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escitalopram combined with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on 

elderly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 Methods　120 elderly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fter stroke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3 to December 2016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n=60）and observation 

group（n=60）. The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treatment of stroke and escitalopram，while the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extra treatment with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The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

quality of life scale（QOL）and side effects scale（TESS）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and the adverse reactions.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the scores of HAMD and QOL had no difference between patients in two groups（P>  0.05）；

after four and eight week of treatment，HAMD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the QOL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

cally significant（P<  0.05）；the adverse reaction rates in control group（28.3％）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10％），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0.05）. Conclusion　The escitalopram combined with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can improve the depression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 

and the adverse reactions is 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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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多由脑血管微循环障碍导致［1］，在老年

人中的发病率逐年递增，对患者身心造成极大地危

害。脑卒中后抑郁（post-stroke depression，PSD）是

常见的并发症，主要表现为焦虑、紧张、抑郁及认

知功能障碍等，发病率约为 27.1％［2，3］。如果不及时

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会严重影响患者身体功能的

恢复，降低生活质量。艾司西酞普兰是临床上治疗

抑郁症的常用药物之一，疗效确切，副作用小［4］。

本研究对老年脑卒中后抑郁患者采用艾司西酞普兰

加康复训练，取得不错疗效，报告如下。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8 年第 45 卷第 2 期- 328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13 年 1 月 ~2016 年 12 月收治老年

脑卒中后抑郁患者 120 例。其中男 69 例，女 51 例，

年龄 52~78 岁，平均年龄（63.6±11.2）岁。将患者

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60 例，对

照组：男 36 例，女 24 例，平均年龄（64.8±12.6）岁，

缺血性脑卒中 39 例，出血性脑卒中 21 例；观察组：

男 33 例，女 27 例，平均年龄（63.0±11.7）岁，缺

血性脑卒中 38 例，出血性脑卒中 22 例。比较两组

患者性别、年龄及病情等一般情况，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标准

①符合 1995 年中华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

议制定的脑卒中的诊断标准［5］，并经影像学检查确

诊；②首次发病的；③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

断标准》中抑郁的诊断标准［6］；④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评分≥ 18 分；⑤年龄＞ 50 岁；⑥患者及家

属共同签署知情同意书，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同意。

1.3　排除标准

①合并重要脏器基础疾病的；②有精神类药物

过敏史的；③既往有精神病史，存在语言、意识障碍

的，发病前 3 个月内有服用精神类药物的；④合并肢

体障碍疾病的患者。

1.4　方法

两 组 患 者 均 给 予 脑 卒 中 常 规 治 疗 ， 对 照 组

患者在此基础上，加用艾司西酞普兰（国药准字

H20080788），10mg/ 次·天，4 周为 1 疗程，连续服

用 2 个疗程。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康复

训练，主要包括：（1）运动疗法：对患者进行运动训

练，在床上进行翻身、坐起、各个关节的主动及被

动活动，站立、行走、快步走训练，手部活动训练，

每次 30min，每天早晚各 1 次；（2）物理疗法：给患

者进行理疗，如按摩、热疗等，每次 45min，每周

3 次；（3）心理干预：对患者及家属进行疾病知识宣

讲，使他们多了解疾病，让患者的家属、朋友给予

患者精神和生活上的支持，多与患者交流，增强信

心；督促患者积极配合治疗。让性格乐观开朗的病友

跟患者多交流，帮助患者建立信心。

1.5　评价指标

1.5.1　HAMD 评分及抑郁症疗效评定　在治疗

前、治疗后第 4、8 周对所有患者采用汉密尔顿抑郁

量表（HAMD）进行评分。抑郁症疗效评定：HAMD

评分减分率 =（治疗前评分 - 治疗后第 8 周评分）/ 治

疗前评分 *100％，痊愈：HAMD 评分减分率≥ 75％，

显效：50 ％≤ HAMD 评分减分率＜ 75 ％，有效：

25％≤ HAMD 评分减分率＜ 50％，无效：HAMD 评

分减分率＜ 25％，疗效 =（痊愈 + 显效 + 有效）/ 总

例数 *100％。

1.5.2　生活质量的评价　在治疗前和治疗后第

4、8 周对所有患者采用生活质量测定量表（QOL）进

行评分，评分为 1-10 分，分数越高生活质量越高。

1.5.3　不良反应的评定　在治疗后 8 周内对所

有患者采用副反应量表（TESS）进行评分，分为 33
项，每一项为 0~4 分，评分越高，症状越严重，评

分≥ 2 认为是不良反应。

1.6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6.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用（n，％）表示，计量资料应用平均值 ±

标准差（x±s），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比

较采用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HAMD 评分比较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 HAMD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HAMD 评分均呈进

行性下降，且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第 4、8 周 HAMD 评分

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

表 1。

表1　两组患者HAMD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第4周 治疗后第8周

对照组 60 25.4±3.3 17.3±2.5* 13.8±1.5*

观察组 60 25.6±3.5 15.7±1.8* 10.3±1.2*

t 0.322 4.023 14.113

P 0.374 ＜0.05 ＜0.05

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P<0.05。

2.2　两组患者疗效的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疗效为 96.7％高于对照组的

81.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疗效的比较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疗效％

对照组 60 14 18 17 11 81.7％

观察组 60 23 19 16 2 96.7％*

注：与对照组比较，χ2=6.988，*P<0.05。

2.3　两组患者 QOL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QOL 评分无差别（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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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两组患者 QOL 评分均有提高，且观察组患

者治疗后第 4、8 周 QOL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QOL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第4周 治疗后第8周

对照组 60 4.4±1.0 5.7±1.3* 6.3±1.7*

观察组 60 4.6±0.9 6.2±1.9* 7.1±2.2*

t 1.152 1.682 2.229

P 0.126 0.047 0.014

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P<0.05。

2.4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情况的比较

治疗后，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头晕头痛 5
例，恶心呕吐 3 例、便秘 2 例、烦躁 2 例、失眠 4 例、

口干 1 例，总发生率为 28.3％；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

情况：头晕头痛 2 例，恶心呕吐 1 例、便秘 1 例、失

眠 2 例，总发生率为 10.0％，；比较不良反应总发生

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6.508，P<0.05）。

3　讨论

神经生物学因素被认为是脑卒中后抑郁主要诱

因［7］。有学者指出［9］脑卒中后基底节区的缺血坏死，干

扰神经通路，引起神经递质（如 5- 羟色胺和去甲肾上

腺素）代谢紊乱，从而诱发患者抑郁。过去常采用三环

类抗抑郁药物治疗，疗效尚可，但是由于不良反应较

多限制了其临床应用［8］。艾司西酞普兰是 5- 羟色胺再

摄取抑制剂［10］，临床上被广泛应用于抑郁症的治疗。

本次研究发现观察组患者 HAMD 评分低于对照

组，疗效高于对照组，而且观察组患者中痊愈的患

者数量也多于对照组，这说明联合康复训练效果优

于单药治疗，能够有效改善抑郁症状，这可能是因

为患者在康复训练时，通过运动，刺激脑内内啡肽

的分泌，使患者兴奋性提高，并且通过心理干预使

患者主动运动也有利于消除消极情绪，这与任莉［11］

的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还发现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0.0％，低于对照组的 28.3％，提示联合治疗，可

以促进药物治疗的效果，两者相互作用，改善患者

病情，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这可能是由于艾司西

酞普兰对 5- 羟色胺转运体具有高度选择性，对其他

胆碱能受体无抑制作用，再联合康复训练，提高了

患者耐受性，进而减少了不良反应。有学者指出［12］，

使用艾司西酞普兰治疗还可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本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通过治疗，两组患者生活质

量评分均得到明显提高，并且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

评分高于对照组，这说明艾司西酞普兰具有改善患者

生活质量的作用，而且联合康复训练效果更好，这可

能是因为康复训练通过多种手段，提高患者机体运

动能力，同时增强了患者及家属的信心，改善心态，

提高患者依从性，使患者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综上所述，对老年脑卒中后抑郁患者采用艾司

西酞普兰联合康复训练治疗，可以有效改善患者抑

郁状态，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不良反应较少。但本

研究样本量小，观察时间短，所以还需要更多的研

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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