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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舍曲林联合心理治疗对脑卒中后抑郁患者的疗效

刘　镇 1 、 韩　娟 2 、 许文媛 3 、 贾囯勇 4

【摘要】目的　研究盐酸舍曲林联合心理治疗对脑卒中后抑郁及神经功能康复的影响。方法　研

究对象选取我院 2015 年 5 月 ~2016 年 5 月间收治的脑卒中后抑郁患者 88 例，采用随机数字法将其分

为观察组及对照组，每组各 44 例。所有患者均进行常规清除自由基、改善脑部微循环治疗，在此基

础上对照组患者服用舍曲林，观察组服用舍曲林并联合心理治疗，持续 8 周；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

总有效率，同时比较治疗前后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美国国立卫生研究卒中量表（NIHSS）

评分。结果　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率（90.90％）显著高于对照组（72.73％）（P= 0.02，χ2=4.88）；治

疗后第 4、8 周，观察组的 HAMD 和 NIHSS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1）。结论　盐酸舍曲林联

合心理治疗能有效缓解脑卒中后抑郁症状，同时促进患者神经功能的恢复，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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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ertraline combined with psychotherapy on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 
　　LIU Zhen，HAN Juan，XU Wenyuan，et al.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Chiping County，Shandong Province，Li-
aocheng 2521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sertraline combined with psychotherapy on patients with post-

stroke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88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5 

to May 2016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44 cases in each group. All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scavenging of free radicals to improve the microcirculation of the brain. On the basis of this，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sertraline，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sertraline and psychotherapy；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and the HAMD，NIHSS scores 

were compared as well.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90.90％）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72.73％）（P=0.02，χ2=4.88）.4th and 8th week after treatment，the HAMD and NI-

HSS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1）. Conclusion　

Sertraline combined with psychotherapy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post-stroke depression symptoms，and promote the re-

covery of neurological function，thus，it is worthy of promotion use.

【Key words】Sertraline；Psychotherapy；Post stroke depression；NIHSS score；HAMD score

卒中后抑郁（PSD）是一种临床常见的脑卒中后

并发症，卒中后轻度抑郁发生率约为 10％~45％，

临床表现为焦虑、不明原因悲伤、食欲减退等，严

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研究表明［1］，PSD 患者无法正

常进行康复训练，神经功能康复效果不佳。常规脑

血管疾病治疗方法可以有效改善患者循环系统功能，

避免血栓出现，使病情得到缓解，但其无法改善患

者抑郁症状 ［2］。心理治疗是通过医护人员与病人的

日常交流，达到干预病人精神活动的一种方法，国

外研究证实［3］，对 PSD 患者早期进行恰当的心理干

预，能够促进病情转归，利于患者神经功能康复。

本研究就盐酸舍曲林联合心理治疗对脑卒中后抑郁、

神经功能康复的影响展开报道，通过随访评估联合

治疗的远期效果，旨在指导临床。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作者工作单位］1. 山东省茌平县人民医院内一科（聊城，252100）；2. 山东省茌平县人民医院；3. 山东省茌平县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4.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第一作者简介］刘镇（1979.11-），男，山东聊城人，本科，主治医师，研究方向：脑血管病。

［通讯作者］贾囯勇（Email：935805555@qq.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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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取得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研究对象选

取我院 2015 年 5 月 ~2016 年 5 月间收治脑卒中后抑

郁患者 88 例，均符合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和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

中关于脑卒中后抑郁的诊断标准，且所有患者均签

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对本研究药物过敏；②

合并其他系统或器官严重功能障碍者；③入选本研究

前 3 个月内有抗抑郁药、酒精或药物滥用者。使用

随机数字法将所有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各 44 例，观察组中男性 27 例，女性 23 例，平均年

龄（58.37±6.83）岁，平均病程（37.73±2.38）d，脑

卒中类型：出血性脑卒中 23 例，缺血性脑卒中 27 例；

对照组中男性 25 例，女性 25 例，平局年龄（56.28
±6.34）岁，平均病程（36.23±7.35）岁，脑卒中类

型：出血性脑卒中 22 例，缺血性脑卒中 28 例。两组

患者性别、年龄、病程及疾病类型等一般资料相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故具有可比性。

1.2　干预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取常规改善脑部微循环、自由基

清除剂进行治疗干预，经检验两组常规治疗无统计

学差异（P>0.05）。对照组在此基础上服用盐酸舍

曲林片（H20060867，50mg*14s），50mg/d，每次服

药为晚饭后温水送服。观察组在对照组用药基础上，

加用心理治疗：入院后立即早期心理干预，2 次 /w，

1h/ 次；①入院后医师和护士充分了解患者病情，分

析患者不稳定情绪原因，建立良好的相互信任关系，

与患者家属共同制定治疗计划；②给予患者充分的人

文关怀，积极向患者及患者家属宣教脑卒中疾病的

相关医学知识，协同患者家属帮助患者找到对抗疾

病的信心和主动接受治疗的意愿；③静心倾听患者心

中苦恼，持续疏导患者不良情绪，增强患者在治疗

中的主观能动性；④嘱咐出院后继续由患者家属进行

心理支持。所有患者治疗（针对抑郁治疗）时间（服

药治疗＋心理治疗）持续 8 周。

1.3　研究工具及调查方法

1.3.1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4］　于治疗前、治疗

后 4 周及 8 周末采用 HAMD-24 对评估抑郁症状，得

分高低与抑郁程度呈现正相关。在治疗后第 8 周末根

据分值情况评估患者治疗有效率：①痊愈：治疗后评

分≤治疗前评分 *25％；②显效：治疗前评分 *25％<

治疗后评分≤治疗前评分 *50％；③好转：治疗前评

分 *50％< 治疗后评分≤治疗前评分 *75％；④无效：

治疗前评分 *75％< 治疗后评分。有效率 =（痊愈例

数＋显效例数＋好转例数）/ 总例数 *100％。

1.3.2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卒中量表（NIHSS）［5］

　于治疗前、治疗后 4 周及 8 周末采用 NIHSS 进行

神经功能的测定，包含 11 个条目，共 15 个项目，

满分 42 分，得分高低与神经功能受损情况呈负相关。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 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表示为

（x±s），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

（n，％）表示，比较行 χ2 检验，P<0.05 评价为差异

具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HAMD 评分比较

两组治疗前 HAMD 评分分别为（28.58±3.57）

和（29.98±3.76）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 4周及 8周，两组 HAMD 评分均逐

渐降低，且观察组的 HAMD 评分分别为（21.28±2.36）
和（14.68±3.52）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的（24.28±

2.67）和（17.37±1.67）分（P<0.05），详情见表 1。
表1　患者治疗前后的HAMD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第4周 治疗后第8周

观察组（n=44） 28.58±3.57 21.28±2.36* 14.68±3.52*

对照组（n=44） 29.98±3.76 24.28±2.67* 17.37±1.67*

F 1.91 5.95 7.09

P 0.06 0.00 0.00

注：与各组治疗前相比，*P<0.05

2.2　两组治疗有效率的比较

治疗后第 4 周末，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 72.73％；

明显低于观察组的 90.90％（P<0.05），详情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比较（n，％）

组别 痊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n=44） 4（9.10） 9（20.45） 19（43.18）12（27.27） 72.73

观察组（n=44）12（27.27）14（31.82）14（31.81） 4（9.10） 90.90

χ2 - 4.88

P - 0.02

2.3　两组治疗前后 NIHSS 评分的对比

两组治疗前的 NIHSS 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第 4 周、8 周，两组

NIHSS 评分均逐渐降低，且观察组的 NIHSS 评分评

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详情见表 3。

3　讨论

PSD 是临床常见的卒中后神经精神并发症，目前

发病机制尚不明确，有研究指出，单胺类神经递质的

减少会诱发抑郁症状的发生，其中以去甲肾上腺素

（NE）及 5- 羟色胺（5 -HT）为主［6］。而刘国军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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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了脑卒中患者脑组织受损后，破坏皮质与脑干的单

胺类神经递质及其传导通路，进而导致脑组织中该类

物质的减少。患者出现 PSD 后，会发生精神不振、认

知障碍，甚至出现自杀倾向，严重影响患者及家属的

生活质量。及时干预、治疗 PSD 对帮助患者神经功能

康复，提高生存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外学者

对 PSD 展开广泛研究，报道了多种抗抑郁药物，均证

实可以发挥一定抗抑郁效果［7］。但 Niederman 等发现

社会心理因素在 PSD 患者中具有重要作用，脑卒中患

者发病后的消极应对方式、社会及家庭的不良支持均

能够导致患者出现或加重抑郁症状，进而降低患者生

活质量。因此就如何缓解 PSD 患者抑郁症状、改善患

者远期生活质量已成为目前的热点问题。

舍曲林是一种新型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通

过升高脑部 5- 羟色胺水平达到抗抑郁效果。李小明

等发现，连续 4 周给予 PSD 患者服用舍曲林后，患

者抑郁相关症状得到缓解，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治

疗后 4 周及 8 周末，HAMD 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

印证上述发现。目前疾病的治疗倾向于多元化、综

合性治疗，研究报道，单一服用抗抑郁药物疗效往

往不佳，主要体现在该疾病的发病与主观心理因素

及客观社会因素密切相关 8］。WHO 强调身体健康是

心、生理、社会的完满状态，心理治疗利用机体心

理健康与生理健康相互辩证统一的原理，通过干预

患者心理活动，使其感受到周围、家庭、社会的爱，

从主观上祛除消极、不健康情绪，主动配合医师治

疗，达到神经功能康复的目的。研究表明［7］，单独

进行抗抑郁药物治疗或心理干预治疗，患者 PSD 均

有效缓解，但存在部分患者 HAMD 评分降低不明显，

日常生活需长期有人照顾，影响患者生存质量。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第 8 周末，观察组治

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我们认为心理治疗与

舍曲林发挥了协同效应，共同作用于大脑皮质部，

发挥调节皮质醇的作用，进而通过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HPA）轴调节脑部 5 -HT 水平而发挥显著抗

抑郁效果［9］。提示心理治疗联合舍曲林为目前显著

有效的方法。

综上所述，舍曲林联合心理治疗脑卒中后抑郁

患者的临床疗效显著，能够有效改善患者抑郁情绪

和神经功能，值得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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