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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西汀与体感振动音乐疗法联合疗法治疗脑卒中后抑郁的临床效果及其对
神经功能缺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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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氟西汀与体感振动音乐疗法联合治疗脑卒中后抑郁的临床疗效，并分析患者

神经功能缺损与抑郁状态的变化。方法　选取 100 例脑卒中后抑郁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联合

组与对照组，对照组氟西汀治疗，联合组给予氟西汀与体感振动音乐疗法联合治疗，对两组患者神

经功能缺损与抑郁状况进行对比观察。结果　治疗前，联合组与对照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评分（24.89±3.16 vs 25.23±3.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

联合组与对照组脑卒中神经功能缺损状态评分（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

（11.73±1.89vs17.03±2.6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前，联合组与对照组 NIHSS 评分

（17.11±2.31vs17.04±2.5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联合组与对照组 NIHSS 评分（8.05

±1.13vs13.25±1.8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临床中对于脑卒中后抑郁患者给予氟西

汀与体感振动音乐疗法联合治疗效果明显，且对改善患者抑郁状态和神经功能缺损状况有着显著的

作用，值得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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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ect of combination therapy with fluoxetine and somatosensory vibration therapy on post-
stroke depression and its effect on neurological deficits　　DONG Taixin，TAN chengwan，WANG jingli，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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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fluoxetine combined with somatosensory music ther-

apy in the treatment of post-stroke depression，and to analyze the changes of neurological deficits and depression in pa-

tients.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

ber table method. The combin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fluoxetine and fluoxetine combined with somatosensory music 

therapy. The neurological function Defects and depression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HAMD score（24.89±3.16vs25.23±3.05）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

cally significant（P>0.05）. After treatment，the HAMD score of the control group（11.73±1.89vs17.03（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NIHSS score（17.11±2.31vs17.04±2.52）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The NIHSS score of the control group（8.05±

1.13vs13.25±1.83）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fluoxetine and somato-

sensory music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depression 

and neurological deficits in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and it is worthy of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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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是临床中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之一，在

临床中具有较高的发病率。而抑郁是脑卒中后常见

的并发症［1-2］。因此，临床中加强脑卒中后抑郁的诊

断与治疗是很有必要的，且常常以 5- 羟色胺再摄取

抑制剂为代表的药物进行治疗，并且取得了一定的

效果，其中氟西汀是典型药物。因此，本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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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西汀与体感振动音乐疗法联合治疗的临床效果，

并从患者的抑郁状态与神经功能缺损两个方面进行

分析，具体的分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 年 06 月 ~2017 年 06 月间符合《全国

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定的脑卒中后抑郁诊

断标准的 10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

表法分为联合组与对照组，各 50 例。两组基本临床

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基本临床资料对比

一般资料 类型 对照组（n=50）联合组（n=50）χ2/t值 P

性别 男性 23 22 0.436 0.247

女性 27 28

年龄 - 57.93±3.31 58.05±2.96 0.341 0.068

疾病类型 脑出血 27 26 0.504 0.128

脑梗死 23 24

文化程度 高中及以下 12 11 0.217 0.931

大专 13 14

本科 15 14

本科以上 10 11

经济状态 一般 25 24 0.703 0.205

较好 25 26

1.2　治疗方法

两组给予常规的脑血管疾病药物、神经营养药

物以及康复治疗，对照组给予口服氟西汀（生产批

号：20071109），20mg/ 日，1 次 / 日［4-5］。联合组给予

氟西汀与体感振动音乐疗法治疗，氟西汀使用同对

照组。体感振动音乐疗法具体操作方法：使用专业的

音乐治疗室进行治疗处理，患者躺在体感振动音乐

的床上，将其头部放在配备有枕式的音响上，患者

可以采取半卧位或者仰卧位，床边放置控制器由患

者进行自行调整。待患者的侧肢和体感音乐垫接触

之后，用 CD 进行播放音乐处方，多以宽心解忧的音

乐为主，及时调整音乐的震动量和音乐量，45min/

次，3 次 / 周［6］。连续治疗 8 周，观察其治疗效果。

1.3　观察指标

 ①治疗前后抑郁情况。采取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对患者治疗前

后抑郁状况进行评估，HAMD ≤ 17 分为轻度抑郁，

HAMD ≤ 24 分为中度抑郁，HAMD ＞ 24 分为重度抑

郁［7］。②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状况。采取中华神

经科学会制定的脑卒中神经功能缺损状态评分（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对患

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状况进行评估，量表分值为 0~45
分，分值越高则表示神经功能缺损越严重，分值越

低则表示神经功能缺损较轻［8］ 。

1.4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18.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分析，计量数

据（x±s）表示，t 检验，计数资料（％）表示，χ2

检验，P<0.05 判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抑郁状况变化

治疗后两组患者 HAMD 评分和抑郁程度较治疗

前明显的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表 3。

表2　两组治疗前后抑郁状态HAMD评分（x±s，分）比较

时间 对照组（n=50） 联合组（n=50） t值 P

治疗前 25.23±3.05 24.89±3.16 0.307 0.207

治疗后 17.03±2.66 11.73±1.89 5.712 0.012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抑郁程度对比（n，％）

抑郁程度
对照组（n=50） 联合组（n=50）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轻度 25（50.0） 21（42.0） 26（52.0） 18（36.0）

中度 20（40.0） 18（36.0） 20（40.0） 14（28.0）

重度 5（10.0） 3（6.0） 4（8.0） 1（2.0）

2.2　神经功能缺损状态变化 

治疗后两组患者 NIHSS 评分和神经功能缺损

发生率较治疗前明显的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4，表 5。

表4　两组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状态NIHSS评分（x±s，分）
比较

时间 对照组（n=50） 联合组（n=50） t值 P

治疗前 17.04±2.52 17.11±2.31 0.453 0.367

治疗后 13.25±1.83 8.05±1.13 7.351 0.022

表5　两组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率对比（n，％）

时间 对照组（n=50） 联合组（n=50） t值 P

治疗前 37（74.0） 35（70.0） 0.914 0.302

治疗后 18（36.0） 9（18.0） 8.325 0.009

3　讨论

脑卒中后抑郁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认为

该病的发生与脑卒中后患者脑器质性的损伤有着关

联［9］。研究显示，5- 羟色胺与去甲肾上腺素在脑卒

中患者体内的水平降低，引起多元性神经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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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血压升高，伴有焦虑和紧张，从而引起抑郁

的发生［10］。

氟西汀是临床中新型的抗抑郁药物，该药物可

以选择性的抑制患者突触前膜间隙 5- 羟色胺，并进

一步刺激患者的运动神经功能，从而使得脑组织得

到较快的恢复［11］。研究还显示，氟西汀可以有效诱

导新突触的联系，进一步促进患者感觉运动的突触

生长，改善患者肢体瘫痪的状况［12］。音乐疗法是临

床中一种新的治疗方法，主要是应用音乐特性，对

人体产生一定的影响，有效协助治疗患者的疾病，

从而达到心理和生理的改善［13］。研究显示，音乐疗

法可以经过听觉传导通路，传递到脑干网状结构与

患者的大脑皮质中枢，从而使得皮质层产生兴奋，

进一步影响下丘脑和垂体，最终促进体内分泌激素

与酶等活性物质，提高人体细胞的兴奋性 ［14］。其中，

体感振动音乐疗法治疗抑郁的作用机制在于生理与

心理两个不同的方面，生理方面该疗法可以直接的

作用于患者下丘脑与边缘的关系系统，对人体的情

绪进行双向的调节。另外，体感振动音乐疗法还可

以抑制患者肾上腺素与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诱导

外周进行生成与释放一氧化氮，调节了患者内啡肽

的水平。另外，体感振动音乐疗法在心理上是通过

伏核和腹侧被盖区域的多巴胺释放，改善心理疾病。

研究显示，体感振动音乐疗法可以通过物理和生理

以及化学等途径，使得患者的心率减缓，并降低血

压，扩张血管，加速血流速度，使得缺损功能快速

的恢复，并分泌型 IgA 增加，改善神经功能状态［15］。

本次的临床研究显示，体感振动音乐疗法联合

氟西汀能改善脑卒中后抑郁，并减轻神经功能缺损

状态，提高临床治疗效果。临床相关研究也显示，

体感振动疗法可以有效依据患者不同的文化程度和

抑郁差异以及心理状态进行选择不同的音乐进行治

疗，改善临床症状［16-17］。

综上，脑卒中后抑郁患者应用氟西汀与体感振

动音乐疗法联合治疗效果显著，改善抑郁状态和神

经功能缺损状况，更值得临床中应用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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