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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曲林和帕罗西汀治疗脑胶质瘤术后睡眠障碍伴抑郁的临床效果比较

汪仲伟 、 杨　飞 、 赵海洋 、 王　栋

【摘要】目的　研究舍曲林治疗脑胶质瘤术后睡眠障碍伴抑郁患者的效果。方法　纳入 70 例脑胶

质瘤术后睡眠障碍伴抑郁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35 例。观察组给予舍曲林干预，对

照组给予帕罗西汀治疗。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睡眠质量和抑郁状态，并记录治疗前后认知功能水平。结

果　两组治疗后 PSQI 和 HAMD 评分均显著低于入院时（P<  0.05），治疗后观察组 PSQI 和 HAMD 评分

和对照组无明显差异（P>  0.05）。观察组治疗后第 4、8 周 NCSE 评分显著高于同期的对照组和入院时

评分（P<  0.05）。结论　舍曲林治疗脑胶质瘤术后睡眠障碍和抑郁效果显著，且有助于改善认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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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sertraline to treat the patients with sleep disorder and depression after brain glioma operation
　　WANG Zhongwei，YANG Fei，ZHAO Haiyang，et al. The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Nanyang Second People's 
Hospital，Nanyang 47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sertraline to treat the patients with sleep disorder and depression after 

brain glioma operation. Methods　70 patients with sleep disorder and depression after brain glioma operation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3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sertraline，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paroxetine. The sleep quality，depression and the cognitive fun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be-

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he scores of PSQI and HAMD in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before treatment（P<0.05）. The scores of PSQI and HAM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NCSE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t fourth week of treatment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before treatment（P<0.05）. Conclusion　

There is significant effect of sertraline to treat the sleep disorders and depression after brain glioma operation.

【Key words】Sertraline；Brain glioma；Sleep disorder；Depression

脑胶质瘤患者术后恢复期多存在躯体症状，患

者术后抑郁和睡眠质量下降发生率较高［1］。还可能遗

留认知功能障碍等并发症，影响患者生活质量［2］。舍

曲林和帕罗西汀是常用抗抑郁药物［3-4］，但目前二者

在颅脑损伤后抑郁伴睡眠障碍患者中的价值尚存争

议，对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也缺乏前瞻性研究。本

研究探讨舍曲林与帕罗西汀在伴有抑郁、睡眠障碍

的脑胶质瘤术后患者中的应用价值。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 2015 年 4 月 ~2017 年 4 月本院 70 例脑胶质

瘤术后抑郁症伴睡眠障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

标准：（1）入院前 4 周内均接受大骨瓣开颅脑叶切除

术并经手术病理证实为Ⅱ ~ Ⅳ级星形细胞瘤；（2）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评分≥ 7 分，抑郁症诊断标准参照《CCMD-3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5］；汉密顿抑郁量表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 20 分；（3）均

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既往有认知功能

障碍或有精神抑郁病史者；（2）对治疗药物过敏者；

（3）入院前 1 个月曾接受改善睡眠药物或抗抑郁药

物治疗者；（4）入院前合并语言、意识或认知功能

障碍者；（5）既往精神病或焦虑抑郁史；（6）治疗依

从性差、未完整完成治疗疗程或期间接受其他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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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治疗方法

两组均根据患者心理特点，给予抚慰、鼓励、

同情、支持等心理干预。观察组口服舍曲林（国药

准字 H10980141，50mg×14s），初始计量 50mg/d，

qd，若患者无明显药物不良反应，可在治疗后第 2
周加量至 100mg/d，qd。对照组口服帕罗西汀（批准

文号 H20120121，25mg×10s），25mg/d，qd。两组

均在晨起口服，疗程均为 8 周。

1.3 　观察指标

①分别在入院时、治疗第 4 周时及治疗后采

用 PSQI 和 HAMD 量表评定两组患者睡眠质量和抑

郁水平［6-7］；②分别在入院时和治疗后采用神经行为

认知状态测试量表（neurobehavioral cognitive status 

examination，NCSE）评估患者认知功能［8］；③记录两

组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选用 SPSS 19.0 软件包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x
±s）表示，多时点对比采用方差分析法，两两比较采

用 LSD-t 或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以（％）表示，

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两两比较采用 χ2 或连续性

校正卡方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 PSQI 和 HAMD 评分比较

治疗第 4 周时观察组 PSQI 和 HAMD 评分均显

著低于入院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

组治疗后 PSQI 和 HAMD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2.2　两组认知功能比较

观察组治疗第 4 周和治疗后 NCSE 评分显著

高 于 对 照 组 和 入 院 时 评 分 ，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见表 3。

睡眠或抗抑郁药物治疗者。将 70 例患者随机抽签分

为两组，每组 35 例。观察组男 20 例、女 15 例，年

龄（48.79±10.16）岁，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为（20.36±2.74）kg/m2，术后病理病灶分级：

Ⅱ级 14 例、Ⅲ级 21 例，入院时 PSQI 评分（12.32±

3.05）分，HAMD 评分（25.02±3.98）分，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7 例、高中 15 例、大专及以上 13 例，平

均家庭年收入为（5.28±0.97）万元。对照组男 23 例、

女 12 例，年龄（51.01±10.37）岁，BMI（19.89±

3.12）kg/m2，术后病理病灶分级：Ⅱ级 16 例、Ⅲ级

19 例，入院时 PSQI 评分（11.87±2.96）分，HAMD

评分（24.93±3.75）分，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9 例、

高中 14 例、大专及以上 12 例，平均家庭年收入为

（5.33±1.03）万元。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灶分

级、BMI、PSQI 及 HAMD 评分等基本资料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手术时间、术

中失血量、术后并发症及术后住院时间等手术相关

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1。

表1　两组手术相关指标比较（x±s，n = 35）

组别 手术时间/min 术中失血量/ml
术后并发症n（％）

术后住院时间/d
肺部感染 电解质紊乱 上消化道出血 高热

观察组 185.64±20.07 358.46±37.73 7（20.00） 19（54.29） 5（14.29） 6（17.14） 8.76±2.13

对照组 189.22±21.35 360.01±40.64 10
（28.57）

22
（62.86） 8（22.86） 4（11.43） 9.12±2.25

t/χ2 0.723 0.165 0.699 0.530 0.850 0.467 0.687

P 0.472 0.869 0.403 0.467 0.356 0.495 0.494

表2　两组PSQI和HAMD评分比较（x±s，分，n=35）

组别
PSQI HAMD

入院时 治疗第4周 治疗后 入院时 治疗第4周 治疗后

观察组 12.32±3.05 9.61±2.28# 7.64±1.53# 24.87±2.61 18.69±3.74# 15.36±4.56#

对照组 11.87±2.96 11.02±2.54 8.01±1.87# 25.21±2.44 20.93±3.38 16.61±3.22#

t 0.626 2.444 0.906 0.563 2.629 1.325

P 0.533 0.017 0.368 0.575 0.011 0.190

注：与入院时比较，#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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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NCSE认知功能评分比较（x±s，分，n=35）

组别 入院时 治疗第4周 治疗后 F P

观察组（35） 54.67±7.81 64.14±9.34# 69.36±12.26# 19.504 0.000

对照组（35） 55.09±8.22 60.03±7.68# 63.46±11.07# 6.381 0.002

t 0.219 2.011 2.113

P 0.827 0.048 0.038

注：与入院时比较，#P<  0.05。

2.3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观察组治疗期间 2 例恶心呕吐，1 例便秘，发生

率 8.57％（3/35）。对照组 4 例恶心呕吐，2 例体重增

加，2 例便秘，发生率 22.86％（8/35）。两组不良反

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 =2.697，P=0.101）。

两组治疗期间均未发生因不良反应终止实验的病例。

3　讨论 
脑胶质瘤是发生于胶质细胞的恶性肿瘤，大

骨瓣开颅脑叶切除术虽切除了肿瘤病灶，但患者对

术后肿瘤复发的恐惧心理会增加患者负性情绪，部

分患者还可能产生心理障碍和睡眠质量下降等问

题，有报道显示脑胶质瘤术后抑郁的发生率可达

60％［9］。SSRI 通过阻断 5- 羟色胺的再摄取过程，使

突触间隙 5- 羟色胺浓度升高，从而发挥抗抑郁作

用，临床以舍曲林和帕罗西汀最为常见［10］。本研

究发现：舍曲林和帕罗西汀对患者治疗后 PSQI 和

HAMD 评分及治疗总体疗效均明显差异，提示舍曲

林和帕罗西汀改善睡眠质量与抑郁状态的效果相似。

本研究还显示在治疗第 4 周时观察组 PSQI 和

HAMD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舍曲林可早期改善

睡眠质量，纠正患者抑郁状态，可能与舍曲林能抑制

交感神经活性，具有抗抑郁和焦虑的双重作用有关。

另外，循环交替模式（CAP）可反映不同阶段睡眠质

量，CAP 率与主观睡眠质量具有显著相关性［11］，刘洋

等［12］认为舍曲林改善睡眠质量的原因可能与舍曲林

降低 CAP 率和 CAP 时间有关。本研究还显示治疗后

观察组 NCSE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帕罗西汀具有抗

胆碱作用，这可能影响患者记忆功能，而舍曲林对中

枢神经系统无影响，不增加儿茶酚胺活性，因而不影

响患者记忆功能。舍曲林对多巴胺转运体亲和力强，

可通过刺激多巴胺神经递质［13］，提高注意力和智力水

平，这可能是舍曲林改善患者认知功能效果优于帕罗

西汀的原因。另外，帕罗西汀对组胺和胆碱能有不同

程度的亲和力，经肝脏代谢可产生恶心呕吐等消化道

系统症状和体重增加等脂代谢异常等不良反应，而舍

曲林对乙酰胆碱、5- 羟色胺 2c 及α、β受体无亲和力

或亲和力弱［14］，因而舍曲林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

组，但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能与样本量小有关。

本研究因样本量有限，仅为 70 例，而且涉及非

实验因素变量较多，包括患者术前健康状态和手术

质量、术后预后质量，虽一般资料中予以控制，但

仍无法避免其对结果带来的影响，后续需后扩大样

本量及进一步分组进行研究。总之，本研初步说明：

舍曲林治疗脑胶质瘤术后睡眠障碍伴抑郁患者效果

可靠，且有助于改善患者认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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