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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庭康复训练联合艾司西酞普兰对慢性主观性头晕（CSD）的近远期疗效
及不良反应观察

李友梅 、 冯晓丽 、 张　顺

【摘 要】目的　分析前庭康复训练联合艾司西酞普兰对慢性主观性头晕（CSD）的近远期疗效及

不良反应。方法　选取本院在 2015 年 5 月 ~2017 年 5 月月收取的 120 例慢性主观性头晕患者作为分

析对象，按照住院顺序分成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60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艾司西酞普兰药物治疗，而实

验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之上增加前庭康复训练，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后的指标评分和不良反应。

结果　治疗后 1、2、4 周，两组患者的情感、躯体、功能评分及其 DHI 总分显著低于治疗前，差异

有显著性（P< 0.05）；另外，治疗后 1、2、4 周，实验组患者的情感、躯体、功能评分及其 DHI 总分

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P< 0.05）；而实验 DHI 总分及躯体因子分从治疗后 2 周末开始均明

显低于对照组（P< 0.05）；两周患者的临床不良反应但大多数都是在治疗后两周内，并且程度比较轻

（P> 0.05）. 结论　针对慢性主观性头晕患者采用前庭康复训练联合艾司西酞普兰药物治疗，效果比

较显著，安全性较高，并且不良反应较少，值得临床大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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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stibular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combined escitalopram for chronic subjective dizziness（CSD）JinY-
uanQi curative effect and adverse reaction　　LI Youmei，FENG Xiaoli，ZHANG Shun，et al. Shanghai Yangpu 
District Central Hospital，Shanghai 200093，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short-term and long-term effects of vestibular rehabilitation combined with 

escitalopram on chronic subjective dizziness（CSD）. Methods　A total of 120 patients with chronic subjective dizzi-

ness in the hospital from May 2015 to May 2017 were enrolle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hospitalization order.60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escitalopram 

treatment，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atients increased vestibular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based on the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comparing the index scores and adverse reactions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At 1，2，and 4 weeks 

after treatment，the emotional，physical，functional scores and DHI total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before treatment，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P<0.05）. In addition，1，2 after treatment at 4 

weeks，the emotional，physical，functional scores and DHI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P<0.05）. The experimental DHI total score and 

body factor scores began at 2 weeks after treatment. It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clinical adverse reactions of the two weeks were mostly within two weeks after treatment，and the degree was relatively 

mild（P>0.05）. Conclusion　The vestibule was used for patients with chronic subjective dizziness.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combined with escitalopram drug treatment，the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higher safety，and fewer adverse 

reactions，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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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主观性头晕是出现在晕眩的身心互动性反

应模式基础之上增加的新概念，本质是前庭功能障

碍与精神疾病交互反应基础上所形成的病态［1］。慢性

主观性头晕与其他头晕的区别表现在持续性非旋转

性头晕亦或是主观性平稳失调超过 3 个月，对运动高

度敏感：持续（3 个月）对自身运动高度敏感（没有方

向特异性）和对环境中物体移动高度敏感，在复杂视

觉刺激下会导致头晕加重。长期以来，前庭康复训

练始终都是中枢神经与脑部神经晕眩以及平衡障碍

的重要而有效的治疗方法，被临床应用在 CSD 的治

疗当中［2］。近些年，我国临床中有很多报道显示，目

前应用前庭康复训练联合艾司西酞普兰药物可以治

疗 CSD，并且治疗效果比较显著，现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5 年 5 月 ~2017 年 5 月期间就诊的

120 例慢性主观性头晕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120 例患者平均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 60 例。

其中对照组男性患者有 23 例，女性患者有 37 例，

年龄最大的患者为 50 岁，年龄最小的患者为 30 岁，

平均年龄为（40.3±0.3）岁，病程时间最长的患者为 

4 年，病程时间最短的患者为 2 年，平均病程为（3.2
±0.4）年。实验组男性患者有 25 例，女性患者有 

35 例，年龄最大的患者为 55 岁，年龄最小的患者

为 31 岁，平均年龄为（42.3±0.2）岁，病程时间最

长的患者为 5 年，病程时间最短的患者为 3 年，平

均病程为（3.1±1.3）年。通过对两组患者性别与年

龄对比研究发现，组间差异不明显（P>0.05）。临床

纳入标准：（1）所有患者均符合临床所提出的 CSD 

的相关诊断检查；（2）在进行实验之前的一个月不

能服用任何有关精神类的药物；（3）同意参与研究，

签署知情同意书。临床排除标准：（1）脑部有严重

的创伤性疾病、躯体疾病，或是有较严重的精神疾

病；（2）以往有过类似相关药物过敏情况；（3）有过

药物或是酒精依赖的病史；（4）正处于在妊娠或是

哺乳期间。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采用艾司西酞普兰（国药准字 

H20080788，10mg/ 片），每天饭后服用，一次一片，

一天一次，四周为一个疗程。 实验组：实验组患者的

药物治疗和对照组相同，药物和药量均为一样。但

增加前庭康复训练：（1）早上训练：患者在进行前

庭康复训练时，需要身体部位随着运动，在卧床时

间，眼球要上下活动，同时头部要向前方做伸直运

动、后仰运动和左右运动。在患者呈坐位的情况下，

需要采取左右耸肩、弯腰或者是转肩等动作。另外，

患者要来回睁闭眼，并实现坐位和站位的相互转换。

当患者处于站位的情况下，双手应相互伸拉并移动

运动。睁开眼睛进行行走锻炼，并且上下台阶；（2）
强化凝视力：在患者正前方且能够看清的位置放置小

视靶，同时小视靶中要有文字。此时，要保证头部

和小视靶相互垂直方向相同移动。而患者眼睛则要

对小视靶字迹实时注视，同时要反复练习；（3）增

强姿势的平衡能力：在患者睁眼站位时，要牢牢盯住

前方墙上小视靶，双脚要分开，并且逐渐缩减双脚

支撑的面积。随后，患者要进行双脚分开与合并的

动作，同时还有踮脚尖动作。另外，应从间隙性闭

眼适当地增加闭目时间。需要注意的是，患者在参

与练习的过程中，双手要展开，并把双手靠于前身，

最后把双手交叉并放于胸前部位。在步行的状态下，

患者需在泡沫、毛毯以及枕头等软体上倒行。应结

合患者训练的进展，适当地增加训练难度。每天进

行相关的训练两次，每次训练的时间均为半小时左

右，练习坚持四周。 

1.3　观察指标

采取眩晕程度评分定量表（DHI）［3］、汉密尔顿焦

虑量表（HAMA）［4］、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5］、

不良反量表（TESS）［6］在患者接受治疗前与治疗后的

1 周、2 周与 4 周加以评定。两组患者均在治疗前后

接受血常规、心电图、肝脏功能、尿常规与肾功能

的检查。 

1.4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两组间治疗前后 DHI 总分及其各项因子评分以平均

值 ± 标准差（x±s）表示，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 DHI 评定总分以及各项指标评分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DHI 评定总分以及各项指

标评分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治疗后 1、2、

4 周，两组患者的情感、躯体、功能评分及其 DHI 

总分显著低于治疗前，差异有显著性（P<0.05）；另

外，治疗后 1、2、4 周，实验组患者的躯体、功能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P<0.05）；治

疗后 2 周情感因子及其 DHI 总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显著性（P<0.05）。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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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比两组间治疗前后 HAMA 与 HAMD 评分 

两组患者治疗后 1、2、4 周末，实验组 HAMA、

HAMD 分均明显低于治疗前（P<0.05），而对照组 2
周后 HAMA、HAMD 分均明显低于治疗前（P<0.05）；

实验组从治疗后 2 周末开始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2 所示：
表2　两组间治疗前后 HAMA 与 HAMD 评分对比（x±s）

组别 例数 项目 治疗前 治疗 1 周后 治疗 2 周后 治疗 4 周后

实验组 60 HAMA 17.3±4.6 14.1±4.5* 11.4±4.5*# 10.7±4.6*#

HAMD 18.7±4.2 15.9±4.1*# 11.5±4.8*# 9.6±4.5*#

对照组 60 HAMA 17.8±4.6 17.9±4.5 15.2±5.2* 14.9±4.5*

HAMD 18.7±4.3 18.7±4.5 16.2±4.8* 14.9±4.5*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1；与对照组比较，#P<0.01

2.3　不良反应评价

实验组患者总体出现药物不良反应率为 8.33％

（5/60），对照组患者总体出现药物不良反应率为 

13.33％（8/60），患者主要的临床反应为恶心、口苦、

头痛、贪睡等现象，但大多数都是在治疗后两周内，

并且程度比较轻，不用临床采取针对性的处理，自

行就能化解。 

3　讨论

临床大量的资料显示，CSD 属于身心交互作用

下的综合征，以焦虑、抑郁为主要临床症状。一般

情况下，CSD 可以被细化成交互性、心因性与神经

耳源性三种。其中，原发性心因性在 CSD 中的比重

为 30％，剩余 CSD 则发生于既往有过器质性疾病

的患者中，而主要的诱发因素就是头晕和眩晕等。

然而，在患者病情逐渐好转的情况下，头晕与不稳

感始终存在，进而增加了发生 CSD 的几率。以上

研究结果显示，在接受治疗以后的四周，两组患者 

HAMA、HAMD、DHI 总评分及各因子分的下降幅度

都很明显。由此可见，通过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前

庭康复训练都可以对 CSD 患者的躯体症状加以改善，

且负面情绪也得以缓解，患者自身功能得以恢复。

开展前庭康复的主要目标就是在锻炼的基础上，保

证患者中枢神经系统代偿前庭功能障碍的效果不断

增强。值得注意的是，前庭代偿属于中枢过程，具

有一定的复杂性，主要和前庭系统相关的结构都可

以参与。从本质上来讲，CSD 属于前庭功能障碍和

精神性疾患交互所诱发的病态代偿，通过前庭康复

训练可以使患者中枢神经系统代偿前庭功能障碍的

效果不断增强，使头晕患者转归效果不断强化［7］。

而艾司西酞普兰不仅可以使患者的情绪症状得到改

善，同时也可以对机体平衡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前庭康复训练基础上联合艾司西酞普兰能够快速、

准确、全面的改善 CSD 患者的躯体、情绪及功能症

状，体现出其显著的附加效应［8］。 

综合上述分析得知，针对慢性主观性头晕患者

采用前庭康复训练联合艾司西酞普兰药物治疗，效

果比较显著，安全性较高，并且不良反应较少，值

得临床大力推广应用。但由于此次研究样本数量不

多，所以难以保证结果的代表性，为丰富研究成果，

仍需在后期研究中加大研究样本规模，以促进慢性

主观性头晕的临床治疗工作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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疖，天气炎热患者易出汗，长时间毛孔堵塞，细菌

大量繁殖进而引起感染。另外，三无精神病患者发

生皮肤感染除自身因素外，也与医院管理、管理人

员水平等因素相关。

针对 “三无”精神病患者皮肤感染问题，我们提

出建议如下：① . 医院要建立完善的医院感染管理制

度，构建感染控制小组，明确科室职责，制定感染

预防方案，对皮肤感染病例要及时上报、有效处理，

防止感染的蔓延［7］；② . 加强患者卫生处置及体格检

查。入院后要对患者进行卫生处置，指导患者沐浴

换衣，进行理发、剪头、灭虱等，必要时对患者进

行隔离处理；③ . 积极治疗原发病，控制感染。一些

抗生素乳膏，比如红霉素乳膏，直接作用于局部组

织，就能够杀灭各种细菌和真菌，能够有效地缓解

感染的现象［9］。褥疮形成的皮肤感染溃疡需要外用

一些扩血管的药物，能够达到快速愈合伤口，消除

炎症痊愈的目的［10］。

综上所述，三无精神病患者皮肤感染与季节、

患者年龄有关，应针对此类患者的特点，加强管理，

加强对患者体格检查，积极治疗原发病，将感染控

制在源头，降低三无精神病患者皮肤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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