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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高压氧对高血压脑出血后抑郁患者的影响

雷　蕾 、 李　直 、 王文哲 、 王合作 、 宋　波 

【摘要】目的　探讨早期高压氧治疗对高血压脑出血后抑郁患者的影响。方法　将 2018 年 5 月

~2019 年 5 月在我院就诊的高血压脑出血后抑郁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基础性治疗组（30 例）和基础性

治疗联合早期高压氧治疗组（早期高压氧治疗组，30 例）。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的神经功能、认知

功能、运动功能和情绪状况。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 NIHSS 评分、HAMD 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

（P<0.05），MOCA 评分、FM 评分均显著高于治疗前（P<0.05）；而且治疗后早期高压氧治疗组患者的

NIHSS 评分、HAMD 评分均显著低于基础性治疗组（P<0.05），MOCA 评分、FM 评分均显著高于基础

性治疗组（P<0.05）。早期高压氧治疗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 80.0％，显著高于基础性治疗组 60.0％

（P<0.05）。结论　早期高压氧治疗高血压脑出血后抑郁患者疗效显著，能够有效改善患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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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apeutic effect of early hyperbaric oxygen on hypertensiv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LEI Lei，LI Zhi，WANG Wenzhe，et al. Department of Neurology，Xianyang Hospital，Yan'an Uni-
versity， Xianyang 712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early hyperbaric oxygen on hypertensive intracerebral hemor-

rhag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60 cases of hypertensiv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8 to May 2019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the patients in basic treatment group

（30 cases）were treated by basic treatment，while the patients in early hyperbaric oxygen treatment group（30 cases）

were treated by basic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early hyperbaric oxygen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NI-

HSS scores and HAMD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P<  0.05），the 

MOCA scores and FM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P<  0.05）；After treatment，The 

NIHSS score and HAMD score in the early hyperbaric oxygen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basic treatment group（P<  0.05），the MOCA score and FM score in the early hyperbaric oxygen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basic treatment group（P<  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early hyperbaric oxygen 

treatment group was 80.0％，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60.0％）in the basic treatment group（P<  0.05）. 

Conclusion　Early hyperbaric oxygen is effective in the treatment of hypertensiv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an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Keywords】Early hyperbaric oxygen；Depression after hypertensiv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Efficacy；Prognosis

在 脑 血 管 病 后 抑 郁 的 发 病 率 达 到 了 2 0 ％

~39％［1］。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往往会遗留神经功能缺

损，对患者的生存质量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2］。脑

出血部位、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均会影响抑郁的发生 

［3］。本研究探讨了早期高压氧治疗对高血压脑出血

后抑郁患者的疗效。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 2018 年 5 月 ~2019 年 5 月我院高血压

脑出血后抑郁症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 2 组：一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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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性治疗组（30 例），一组基础性治疗联合早期高压

氧治疗组（早期高压氧治疗组，30 例）。早期高压

氧治疗组患者中男性 17 例，女性 13 例，年龄 36~79
岁，平均（49.0±4.0）岁；出血量 32~60ml，平均

（41.5±5.9）ml；病程 3~15d，平均（10.5±1.6）d。

在脑出血类型方面，20 例为幕上脑出血，10 例为

幕下脑出血；在抑郁症严重程度方面，16 例为轻度

（HAMD 评分在 9~20 分之间），10 例为中度（HAMD

评分在 21~34 分之间），4 例为重度（HAMD 评分在

35 分及以上）。基础性治疗组患者中男性 16 例，女

性 14 例，年龄 37~79 岁，平均（49.8±4.4）岁；出血

量 33～60ml，平均（42.3±5.6）ml；病程 4～15d，平

均（11.3±1.5）d。在脑出血类型方面，19 例为幕上

脑出血，11 例为幕下脑出血；在抑郁症严重程度方

面，轻度 15 例，中度 12 例，重度 3 例。两组患者的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不显著（P>0.05）。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均符合高血压脑出血的诊断标

准［4］；2）均符合抑郁症的诊断标准［5］；3）均为首次

发病。排除标准：1）有痴呆或精神症状；2）有运动

性失语或完全性感觉失语；3）有意识障碍。

1.3　方法

1.3.1　基础性治疗组　基础性治疗组患者接受

基础性治疗，为患者脱水降颅压，对患者应用神经

活化剂，对患者营养进行维持，给予患者微创脑出

血清除术治疗，积极疏导患者不良心理等。同时让

患者口服 1 片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黛力新片，5mg

三氟噻吨 +10mg 美利曲辛，国药准字（2001）J-17
号），每天 2 次，早晨、中午各 1 次，待显著改善患

者临床症状后改为每天 1 次，早晨 1 次。1 周为 1 个

疗程，共治疗 4 个疗程。

1.3.2　早期高压氧治疗组　早期高压氧治疗组

患者接受基础性治疗联合早期高压氧治疗，同时给

予患者早期高压氧治疗，采用多人舱，将治疗压力

设定为 2ATA（0.2MPa），采用大型早期高压氧舱，进

舱前 10~20min 对患者常规应用 2.5~5.0mg 地塞米松，

进舱后让患者用头罩或面罩吸 35min2 次纯氧，中间

10min 吸舱内空气。为了使重症患者治疗的有效性与

安全性得到保证，舱外监测患者心电，舱内为患者

吸痰，对患者通畅的呼吸道进行有效保持，及时处

理患者出现的各种情况。每 10 次为 1 个疗程，共治

疗 3 个疗程。

1.4　观察指标

治疗前后分别采用神经功能缺损评分（NIHSS）、

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Fugl-Meyer 运动

功能评分标准（FM）、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对两组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认知功能、肢体

运动功能、抑郁程度进行评定，随着评分的降低，

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逐渐减轻、认知功能、肢

体运动功能逐渐恶化、抑郁程度逐渐减轻［6］。

1.5　疗效评定标准

依据 HAMD 评分减分率，0~24％、25％~49％、

50％~74％、75％~100％分别评定为无效、进步、

显著进步、痊愈［7］。

1.6　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用（x±s）表示，用 t 检验；计数资料

用率表示，用 χ2 检验。采用 SPSS21.0，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两 组 患 者 的 一 般 资 料 比 较 差 异 均 不 显 著

（P>0.05）（表 1）。
表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分类
早期高压氧治

疗组（n=30）
基础性治疗

组（n=30） t/χ2 P

性别 男性 17（56.7） 16（53.3） 1.32 >0.05

女性 13（43.3） 14（46.7）

年龄（岁） 49.0±4.0 49.8±4.4 1.886 >0.05

出血量（ml） 41.5±5.9 42.3±5.6 1.533 >0.05

病程（d） 10.5±1.6 11.3±1.5 1.638 >0.05

脑出血类型 幕上脑出血 20（66.7） 19（63.3） 0.86 >0.05

幕下脑出血 10（33.3） 11（36.7）

抑郁症严重程度 轻度 16（53.3） 15（50.0） 0.76 >0.05

中度 10（33.3） 12（40.0）

重度 4（13.3） 3（10.0）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

认知功能、肢体运动功能、抑郁程度变化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 NIHSS 评分、HAMD 评分均

显著低于治疗前（P<0.05），MOCA 评分、FM 评分

均显著高于治疗前（P<0.05）；治疗后早期高压氧治

疗组患者的 NIHSS 评分、HAMD 评分均显著低于基

础性治疗组（P<0.05），MOCA 评分、FM 评分均显

著高于基础性治疗组（P<0.05），具体见表 2。

2.3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早期高压氧治疗组患者中痊愈 11 例，显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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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高血压脑出血后抑郁患者常常使用抗抑郁药物进

行治疗，但在老年人群，不良反应影响了药物治疗的

依从性，限制了药物的使用 ［8］。早期高压氧治疗有利

于神经功能的康复［9］。本研究发现：尽管两组患者治

疗后的 NIHSS 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MOCA 评分、

FM 评分均显著高于治疗前；但早期高压氧治疗组患

者的 NIHSS 评分均显著低于基础性治疗组，MOCA 评

分、FM 评分均显著高于基础性治疗组。说明基础性

治疗联合早期高压氧治疗更有利于高血压脑出血后抑

郁患者神经功能，认知功能和运动功能的恢复。

本研究还发现：早期高压氧治疗组患者中痊愈

11 例，显著进步 9 例，进步 4 例，治疗的总有效率

为 80.0％（24/30）；基础性治疗组患者中痊愈 4 例，显

著进步 7 例，进步 7 例，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60.0％

（18/30）。早期高压氧治疗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显

著高于基础性治疗组，尽管两组患者治疗后的 HAMD

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但早期高压氧治疗组患者的

HAMD 评分均显著低于基础性治疗组。说明基础性治

疗联合早期高压氧治疗还有利于高血压脑出血后抑郁

患者抑郁情绪的恢复。既往研究表明［10］，基础性治疗

联合早期高压氧治疗高血压脑出血后抑郁症的效果优

于单纯基础性治疗。本研究和上述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观察时间也比较短，所以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探讨早期高压氧治疗的长期疗

效，但本研究初步说明：早期高压氧治疗对高血压脑

出血后抑郁患者疗效显著，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神经

功能、运动功能、认知功能和抑郁情绪，值得在临

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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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例，进步 4 例，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80.0％（24/30）；

基础性治疗组患者中痊愈 4 例，显著进步 7 例，进

步 7 例，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60.0％（18/30）。早期高

压氧治疗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基础性治

疗组（P<0.05），具体见表 3。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认知功能、肢体运动功能、抑郁程度变化情况比较（分，x±s）

组别 时间 NIHSS评分 MOCA评分 FM评分 HAMD评分

早期高压氧治疗组（n=30） 治疗前 18.1±4.2 7.9±1.6 22.3±4.6 36.7±6.5

治疗后 7.4±1.5 25.6±5.5 78.6±15.5 8.2±1.2

基础性治疗组（n=30） 治疗前 18.0±3.1 8.0±1.5 21.7±3.8 37.8±6.3

治疗后 12.1±2.3 14.6±2.2 39.3±5.3 18.7±4.6

表3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痊愈 显著进步 进步 无效 总有效

早期高压氧治疗组（n=30） 11（36.7） 9（30.0） 4（13.3） 6（20.0） 24（80.0）

基础性治疗组（n=30） 4（13.3） 7（23.3） 7（23.3） 12（40.0） 18（60.0）

χ2 12.83

P <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