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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联合治疗老年脑卒中伴精神障碍的临床疗效

梁　勇 、 向文杰 、 张科儒 、 陶　黎

【摘要】目的　探讨中西医联合治疗老年脑卒中伴精神障碍的临床疗效。方法　对我院 2015 年 4

月 ~2017 年 4 月收治的 80 例老年脑卒中伴精神障碍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依据治疗方法将

这些患者分为中西医联合治疗组（n=40）和西医单独治疗组（n=40）两组，对两组患者的精神症状、

神经功能缺损量表（CNS）评分、痴呆修改量表（HDS-R）评分、简明精神状态量表（MMSE）评分、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Barthel 指数）、临床疗效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中西医联合治疗组患者的烦

躁、紧张、思绪紊乱、易激怒、注意力障碍、睡眠障碍比例均显著低于西医单独治疗组（P< 0.05），

CNS 评分显著低于西医单独治疗组（P< 0.05），HDS-R 评分、MMSE 评分、Bathel 指数均显著高于西

医单独治疗组（P< 0.05），治疗的总有效率 95.0％（38/40）显著高于西医单独治疗组 72.5％（29/40）

（P< 0.05）。结论　中西医联合治疗老年脑卒中伴精神障碍的临床疗效较西医单独治疗具有更好的

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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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icacy of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elderly stroke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　　LIANG Yong，XIANG Wenjie，ZHANG Keru，et al.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Affiliated 33201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Hanzhong 72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combin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

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elderly stroke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80 cases of elderly 

stroke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in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15 to April 2017 were collected and statistically ana-

lyzed，thes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group（n=40）
and Western medicine alone treatment group（n=40）according to the treatment methods. Mental symptoms，the CNS 

scores，HDS-R scores，MMSE scores，Bathel indexes，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and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he irritability，nervousness，irritability，thought disorder，at-

tention deficit disorder，sleep disorder ratios of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reat-

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P<0.05），the CNS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P<0.05），the HDS-R score，

MMSE score and Bathel index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P<0.05），the total treatment efficiency 95.0％（38/40）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Western medicine alone treatment group by 72.5％（29/40）（P<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elderly stroke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is better than Western medicine alone treatment.

【Key words】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Senile cerebral apoplexy with 

mental disorder；Clinical curative effect；Neurological function；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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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医学研究表明［1］，老年脑卒中患者具有较

高的精神障碍发生率，幻觉、情绪不稳定、行为紊

乱等是其常见临床表现。精神症状一方面对临床治

疗效果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还对患者的

生活质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因此必须得

到足够重视和有效地治疗。本研究对我院 2015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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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017 年 4 月收治的 80 例老年脑卒中伴精神障碍

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了统计分析，比较了西医单独

治疗与中西医联合治疗老年脑卒中伴精神障碍的临

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我院 2015 年 4 月 ~2017 年 4 月收治的 80 例老

年脑卒中伴精神障碍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符合脑卒中的诊断标准（第四

节全国脑血管病会议）［2］，均经头颅 CT 或 MRI 检查

确诊为脑卒中；排除标准：将有意识障碍、精神病史

等患者排除在外。依据治疗方法将这些患者分为中

西医联合治疗组（n=40）和西医单独治疗组（n=40）

两组。中西医联合治疗组患者中男性 29 例，女性 11
例，年龄 60~81 岁，平均（71.1±10.3）岁；精神障碍

病程 2~4d，平均（3.7±0.2）d。在脑卒中类型方面，

脑出血 26 例，脑梗死 14 例；在基础疾病方面，26 例

为高血压，24 例为高脂血症，14 例为冠心病，11 例

为糖尿病，9 例为动脉硬化。西医单独治疗组患者中

男性 27 例，女性 13 例，年龄 61~81 岁，平均（72.3
±10.4）岁；精神障碍病程 2~4d，平均（3.8±0.4）

d。在脑卒中类型方面，脑出血 25 例，脑梗死 15 例；

在基础疾病方面，27 例为高血压，23 例为高脂血

症，15 例为冠心病，10 例为糖尿病，9 例为动脉硬

化。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取得医学伦理机构

审核批准，所有患者均自愿参加。

1.2　方法

西医单独治疗组患者接受西医单独治疗，让患

者睡前口服 2.5mg 奥氮平（5mg/ 片，批准文号：国药

准字 H20052688），每天 1 次，连续治疗 3d 后如果

患者的临床症状没有改变，则让患者改为睡前口服

5mg 奥氮平，每天 1 次，1 个月为 1 个疗程；中西医

联合治疗组患者接受中西医联合治疗，西医治疗方

法同上，同时让患者服用行气解郁、活血化瘀中医

汤药，具体药方为：茯苓 20g，郁金 15g，香附 15g，

石菖蒲 15g，厚朴 15g，龙眼肉 15g，川芎 15g，丹参

15g，柴胡 10g，远志 10g，枳壳 10g，用温水煎服，

将 300ml 汁液取出来，早晚各 1 次，每次 150ml，1
个月为 1 个疗程。

1.3　观察指标

治疗前后分别对两组患者的烦躁、紧张、思绪

紊乱、易激怒、注意力障碍、睡眠障碍等精神症状

进行观察。同时，应用神经功能缺损量表（CNS）对

两组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情况进行评定，总分 0~45
分，随着评分的降低，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逐渐改

善，即 0~15 分、16~30 分、31~45 分分别评定为神

经功能缺损的轻型、中型、重型［3］。此外，应用痴

呆修改量表（HDS-R）对两组患者的痴呆情况进行评

定，随着评分的提升，患者的痴呆状况逐渐改善［4］。

并应用简明精神状态量表（MMSE）对两组患者的精

神状态进行评定，随着评分的提升，患者的精神状

态逐渐改善［5］。应用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Barthel

指数）对两组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进行评定，

随着评分的提升，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逐渐提

升［6］。

1.4　疗效评定标准

如果治疗后患者的行为紊乱、幻觉等临床症状

基本消失，CNS 评分降低了至少 90％，则评定为显

效；如果治疗后患者的兴奋过度、幻想等临床症状在

一定程度上好转，CNS 评分降低了 50％~90％，则

评定为有效；如果治疗后患者的兴奋过度、幻想等临

床症状没有好转，CNS 评分降低了至多 50％，则评

定为无效［7］。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符合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误差（x±s）表

示，比较经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n，％）表示，比

较经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精神症状变化情况比

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烦躁、紧张、思绪紊乱、易

激怒、注意力障碍、睡眠障碍比例组间无明显差异

（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上述症状比例均显著

低于治疗前（P<0.05）；治疗后中西医联合治疗组

患者的烦躁、紧张、思绪紊乱、易激怒、注意力

障碍、睡眠障碍比例均显著低于西医单独治疗组

（P<0.05），具体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精神症状变化情况比较（n，％）

组别 n 时间 烦躁 紧张 思绪紊乱

中西医联合治疗组 40 治疗前 40（100.0） 36（90.0） 40（100.0）

治疗后 7（17.5）#* 3（7.5）#* 6（15.0）#*

西医单独治疗组 40 治疗前 39（97.5） 37（92.5） 39（97.5）

治疗后 23（57.5）# 20（50.0）# 2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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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中西医联合治疗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 95.0％

（38/40）显著高于西医单独治疗组 72.5％（29/40）

（P<0.05），具体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中西医联合治疗组 40 25（62.5）13（32.5） 2（5.0） 38（95.0）*

西医单独治疗组 40 13（32.5）16（40.0）11（27.5） 29（72.5）

χ2 12.83

P <0.05

注：与西医单独治疗组比较，*P<0.05

3　讨论

在老年脑卒中伴精神障碍的治疗中，奥氮平是

临床通常采用的药物，其属于一种抗精神病药物，

具有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其药理学特性及结构在

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氯氮平。相关医学研究表明［8］，

在精神分裂症情感症状、阳性及阴性症状等的治疗

中，奥氮平的效果良好，同时具有较为简便的服用

方法、较低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能够促进患者治疗

依从性的有效提升。虽然在老年脑卒中伴精神障碍

的治疗中，奥氮平的治疗效果良好，但是和氯氮平

相比，其具有较高的价格，因此会促进患者经济负

担的一定程度加重。

中医认为，老年脑卒中伴精神障碍属于“中风”、

“郁症”等范畴，基本病因为痰瘀阻络、心神不宁，

在老年脑卒中伴精神障碍的治疗中，中医治疗基本

原则为安神解郁、活血化瘀，基本药方中茯苓的主

要功效为宁心健脾、利水渗湿；石菖蒲的主要功效为

祛风利弊、消肿止痛等；香附的主要功效为理气宽

中、疏肝解郁；郁金的主要功效为清心凉血、活血止

痛等；柴胡的主要功效为疏肝升阳、和解表里；厚朴

的主要功效为降逆平喘、行气化湿等；龙眼肉的主要

功效为养血安神、补益心脾；川芎的主要功效为活

血止痛、行气开郁等；丹参的主要功效为清心除烦、

凉血消痈等；远志的主要功效为祛瘀消肿、安神益

智；枳壳的主要功效为行滞消胀、理气宽中。诸药合

用，能够将解郁安神、活血化痰的功效充分发挥出

来。联合西药能够取长补短、相互作用，从而收到

更为理想的治疗效果［9］。相关医学研究表明［10］，和

西医单独治疗相比，中西医联合治疗更能在极大程

度上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具有更为显著的治疗效

果（总有效率：96.67％vs73.33％）。本研究结果表

明，中西医联合治疗组患者的烦躁、紧张、思绪紊

乱、易激怒、注意力障碍、睡眠障碍比例均显著低

于西医单独治疗组（P<0.05），CNS 评分显著低于西

医单独治疗组（P<0.05），HDS-R 评分、MMSE 评分、

Bathel 指数均显著高于西医单独治疗组（P<0.05），

治疗的总有效率 95.0％（38/40）显著高于西医单独

表1（续）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精神症状变化情况比较
（n，％）

组别 n 时间 易激怒 注意力障碍 睡眠障碍

中西医联合治疗组 40 治疗前 37（92.5） 40（100.0） 35（87.5）

治疗后 4（10.0）#* 33（82.5）#* 7（17.5）#*

西医单独治疗组 40 治疗前 36（90.0） 39（97.5） 36（90.0）

治疗后 20（50.0）# 36（90.0）# 21（52.5）#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西医单独治疗组比

较，*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CNS 评分、HDS-R

评分、MMSE 评分、Bathel 指数变化情况比较

治 疗 前 两 组 患 者 的 C N S 评 分 、 H D S - R 评

分、MMSE 评分、Bathel 指数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

（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的 CNS 评分均显著低

于治疗前（P<0.05），HDS-R 评分、MMSE 评分、

Bathel 指数均显著高于治疗前（P<0.05）；治疗后中

西医联合治疗组患者的 CNS 评分显著低于西医单

独治疗组（P<0.05），HDS-R 评分、MMSE 评分、

Bathel 指数均显著高于西医单独治疗组（P<0.05），

具体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CNS评分、HDS-R评分、MMSE评分、Bathel指数变化情况比较（x±s，分）
组别 n 时间 CNS评分（分） HDS-R评分（分） MMSE评分（分） Bathel指数

中西医联合治疗组 40 治疗前 28.5±6.5 18.5±2.6 16.0±3.6 43.6±5.0

治疗后 15.0±8.0#* 22.4±1.1#* 23.5±4.1#* 61.4±6.7#*

西医单独治疗组 40 治疗前 28.4±6.7 18.7±2.5 16.7±3.1 42.8±6.5

治疗后 18.7±8.8# 20.5±1.3# 17.1±4.0# 55.0±7.1#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西医单独治疗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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