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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酞普兰对脑卒中后抑郁患者认知功能与负面情绪的影响

于　洋 、 项广宇 、 李　涛 、 钱　哲

【摘要】目的　探讨脑卒中后抑郁患者应用西酞普兰的疗效及其对认知功能和下丘脑 - 垂体 - 肾

上腺素轴功能（HPA）的影响。方法　将我院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期间收治的 97 例脑卒中后抑

郁患者，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 48 例及观察组 49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脑血管病常规对症康

复治疗，观察组患者增加西酞普兰口服治疗，两组患者均持续治疗 8 周，观察治疗后两组患者的下

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素轴功能、神经功能、认知功能、血清细胞因子、抑郁情绪变化，并对比疗效

及安全性。结果　观察组 TNF-α、IL-6、IL-2、Cor、CRH、ACTH、Hcy 水平及神经功能、HAMD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MoCA 评分及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 0.05）；TESS 评分两组无差异（P> 0.05）。

结论　西酞普兰能够有效改善脑卒中后抑郁患者 HPA 轴功能，调节血清细胞因子水平，缓解负面情

绪，促进神经功能及认知功能恢复，安全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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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italopram on post-stroke depression patients and its impact 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negative 
emotions　　YU Yang，XIANG Guangyu，LI Tao，et al. Stroke Department，Xuchang Central Hospital Affiliated to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uchang 46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citalopram on depression，negative depression，cognitive func-

tion and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in function（HPA）in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 Methods　Ninety-

seven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 who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7 to June 2018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n=48）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n=49）.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symptomatic cerebrovascular disease，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italopram orally. The pa-

tients in 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8 weeks. The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in function，neurological function，

cognitive function，serum cytokines and depression were observed. And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levels of TNF-α，IL-6，IL-2，Cor，CRH，ACTH，Hcy，neurological function and HAM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MoCA score and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TESS score in two groups was not difference（P>0.05）. 

Conclusion　Citalopram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HPA axis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regulate 

serum cytokine levels，alleviate negative emotions，promote neurological function and cognitive function recovery，

and have high safety.

【Key words】Citalopram；Stroke；Depression；Cognitive function；HPA axis function

脑卒中是一种常见的脑血管疾病，具有起病急、

病情进展快、预后差的特点，脑卒中并发症较多，

卒中后抑郁是其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患者表现为不

同程度的认知、情绪障碍及行为异常，严重时甚至

引起患者自杀，危及患者身心健康，同时不利于原

有疾病的康复［1］。西酞普兰是临床上治疗抑郁症的

常用药物，其主要通过调节中枢 5- 羟色胺神经功能

缓解抑郁症患者负面情绪［2］。该研究旨在观察西酞

普兰治疗脑卒中后抑郁患者的效果及其作用机制，

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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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于 2017 年 1 月 ~2018 年 6 月期间收治

的 97 例脑卒中后抑郁患者，纳入标准：经颅脑 CT、

MRI 等检查确诊符合脑卒中诊断标准［3］，患者自愿

参与本研究，汉密尔顿抑郁评分（HAMD）≥ 18 分。

排除标准：合并其他类型神经系统疾病者，药物禁忌

症，治疗前采用其他方案治疗者，既往精神病史患

者。将 97 例患者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对照

组 48 例，男 18 例，女 30 例；年龄 49~71 岁，平均

（59.93±5.63）岁；病程 1~4 月，平均（2.49±0.21）

月。观察组 49 例，其中男 21 例，女 28 例；年龄

51~70 岁，平均（59.88±5.71）岁；病程 1~4 月，平

均（2.55±0.20）月。两组患者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给予控制血糖、血压、颅内压，调

节脑组织局部微循环等常规治疗；观察组患者在此

基础上联合西酞普兰（国药准字 H20041200，规格

20mg）口服，20mg/ 次，1 次 /d，均持续治疗 8 周，

并对比疗效。

1.3　观察指标

（1）血清细胞因子：检测血清白介素 2（IL-2）、

血清白介素 6（IL-6）、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cy）及

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变化；（2）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素轴功能：采用放射免疫法检测患者治

疗前后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促肾上腺皮质激

素释放激素（CRH）及血浆皮质醇（Cor）水平；（3）

抑郁情绪变化：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

分评定患者抑郁情绪变化，其内包含 17 项内容，其

中总分 <7 分为正常，>24 分为严重抑郁，得分越高

抑郁情绪越严重；（4）认知功能：采用蒙特利尔认知

评估量表（MoCA）评分进行评价，其内包含 11 项内

容，满分 30 分，其中总分≥ 26 分为正常，分数越

低认识功能越差；（5）神经功能：采用脑卒中神经功

能评分量表进行评价，其内包含意识、水平凝视功

能、语言、上肢肌力、步行能力等 8 项，总分 45 分，

分数越高提示患者症状越严重；（6）临床疗效 显效：

HAMD、MoCA 评分改善幅度 >75％；有效：HAMD、

MoCA 评分改善幅度 45％~75％；无效：未达有效标

准［4］；（7）采用副反应量表（TESS）评价安全性，分

数越高提示安全性越低。

1.4　统计方法

文章内数据经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

计数资料使用［n（％）］表示，χ2 值进行检验，计量

资料使用（x±s）表示，t 值进行检验，P<0.05 判定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血清细胞因子

治疗后，血清细胞因子水平指标对比显示，观

察组各项指标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见

表 1。

表1　血清细胞因子水平对比（x±s）

组别 时间 IL-2（ng/L） IL-6（ng/L） Hcy（μmol/L） TNF-α（ng/L）

对照组（n=48） 治疗前 59.91±12.35 34.19±6.51 16.95±3.52 43.23±8.66

治疗后 43.11±10.25△ 26.38±5.11△ 14.43±2.03△ 33.46±7.01△

观察组（n=49） 治疗前 59.93±12.41 34.23±6.49 16.97±3.56 43.19±8.58

治疗后 29.38±8.81△▲ 20.03±4.91△▲ 12.11±1.82△▲ 25.12±5.02△▲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素轴功能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ACTH、CRH、Cor 水平均明

显较对照组患者低（P<0.05），见表 2。

2.3　情绪、认知及神经功能变化

治 疗 后 ， 对 照 组 患 者 H A M D 评 分 、 神 经 功

能评分高于观察组患者，MoCA 评分低于观察组

（P<0.05），见表 3。

2.4　临床疗效

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4。

表2　ACTH、CRH、Cor水平对比（x±s）

组别 时间 ACTH（ng/L） CRH（ng/L） Cor（ng/L）

对照组（n=48）治疗前 40.06±14.56 70.86±22.31 111.66±31.11

治疗后 27.29±7.36△ 51.12±13.35△ 88.75±23.11△

观察组（n=49）治疗前 40.11±14.62 70.91±22.33 111.75±31.09

治疗后 16.65±2.96△▲ 35.52±8.11△▲ 60.01±15.56△▲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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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HAMD、MoCA及神经功能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HAMD评分 MoCA评分 神经功能评分

对照组（n=48）治疗前 21.22±3.03 21.91±2.59 19.86±5.33

治疗后 16.11±1.01△ 23.61±2.25△ 14.35±4.01△

观察组（n=49）治疗前 21.25±3.05 21.95±2.62 19.91±5.35

治疗后 12.33±0.81△▲ 24.31±2.15△▲ 10.06±3.31△▲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4　临床疗效对比［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48 20（41.67） 17（35.42） 11（22.92） 37（77.08）

观察组 49 25（51.02） 20（40.82） 4（8.16） 45（91.84）

注：与对照组比较，χ2=4.0373，*P=0.0445<0.05。

2.5　不良反应

两组患者 TESS 评分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5。
表5　TES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TESS评分

对照组 48 2.01±0.31

观察组 49 1.95±0.28*

注：与对照组比较，t =1.0008，*P=0.1597>0.05。

3　讨论

约有 25％~79％的脑卒中患者伴有抑郁情绪障

碍［5］，卒中后抑郁的发病机制主要分为两大类，分别

为生物学机制及心理学机制［6］，生物学机制认为，血

清神经递质水平、炎性细胞因子水平、神经内分泌

系统异常、卒中病灶、血清同型半胱氨酸等因素与

卒中后抑郁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与机体情绪变化、

精神活动密切相关去甲肾上腺素及 5- 羟色胺主要位

于脑干部位，若卒中病灶发生于此，阻断神经递质

通路，不利于神经递质正常释放，导致抑郁发生；免

疫炎性反应在卒中后抑郁的发病过程中也发挥着促

进作用，炎性因子水平异常促使炎性反应发生，激

活吲哚胺 2.3- 二氧化酶，基底核及双侧皮质部位表

现最为明显，进而导致神经递质水平异常，引起抑

郁的发生；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在机体神经内分

泌系统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是一个反馈活动及直

接作用的复杂集合，对于机体的应激反应有着参与

控制作用，能够直接调节机体的情绪反应、精神活

动及免疫功能，卒中发生后会引起机体产生应激反

应，导致海马萎缩，最终引发抑郁［7］。心理学机制表

明，卒中患者由于神经功能损伤，日常生活能力改

变，极易引起机体心理失衡，滋生抑郁等负面情绪。

脑卒中后抑郁的治疗仍以药物为主，西酞普兰

是其中较为常用的一种，作用于机体后主要通过对

中枢神经系统突触前膜 5-HT 的再摄取产生抑制效

用，提升突触间隙 5-HT 的浓度，发挥抗抑郁功用，

西酞普兰治疗与其他类型药物的相互作用较小，能

够最大限度的降低不良事件发生［8］。西酞普兰能够

有效调节α分泌酶水平，增强 Aβ前体代谢，发挥减

轻 Aβ神经性病变，增强小鼠空间记忆学习能力［9］。

于浚玫［10］等学者研究表明，西酞普兰能够有效抑制

抑郁症患者炎性反应，调节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

改善患者不良情绪，治疗过程安全性高。

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IL-2、IL-6、

Hcy、TNF-α、ACTH、CRH、Cor 水平及 MoCA 评分、

HAMD 评分与神经功能评分改善效果均显著优于对

照组，总有效率较对照组患者高，TESS 评分与对照

组患者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西酞普兰能够

有效缓解脑卒中患者抑郁情绪，促进神经功能及认

知功能改善，其机制与调节血清细胞因子、血清同

型半胱氨酸水平，改善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素轴

功能有关，且治疗过程不良反应较低，安全性高，

与国内文献［11，12］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西酞普兰通过改善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素轴功能，抑制机体炎性反应、调节血清同

型半胱氨酸水平等，治疗脑卒中后抑郁效果显著，

安全性高，有效改善患者认知功能，缓解患者抑郁

情绪，促进神经功能恢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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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酞普兰的长期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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