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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西汀治疗脑梗死后抑郁患者的疗效

曹建玺 1 、 周腾飞 2 、 梁俊红 1

【摘要】目的　探讨脑梗死后并发抑郁症的患者应用氟西汀的治疗效果。方法　选择 2017 年 1

月 ~201� 年 1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100 例脑梗死后并发抑郁症的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

分组，对照组（n=�0）给予常规方案治疗。观察组（n=�0）在此基础上加用氟西汀治疗。比较两组

患者的总有效率，抑郁评分，神经功能缺损、认知功能、生活质量评分，不良反应率。结果　观察

组总有效率（�4.00％）明显高于对照组（72.00％）（P< 0.0�）；两组治疗前，抑郁评分无统计学差异

（P> 0.0�），干预后两组患者评分较前均有降低，且观察组较对照组降低程度更为显著（P< 0.0�）；

两组治疗前，神经功能缺损、认知功能、生活质量评分无统计学差异（P> 0.0�）；治疗后，神经功

能缺损评分较前均有降低，认知功能和生活质量评分较前均有升高，且对照组变化程度更为显著

（P< 0.0�）。观察组和对照组不良反应无明显差异（P> 0.0�）。结论　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氟西汀可

以明显改善脑梗死后并发抑郁患者的负性情绪，促进神经功能、认知功能的恢复，提高生活质量，

且安全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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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apeutic effect of fluoxetine on depression patients after cerebral infarction 
　　CAO Jianxi，ZHOU Tengfei，LIANG Junhong.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Jia County，Pingdingshan 4671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fluoxetine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fter cerebral infarction. 

Methods　One hundred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fter cerebral infarctio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7 to Janu-

ary 2019 were enroll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n=50）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regi-

mens，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n=50）plus fluoxetine intervention.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depression score，neurologi-

cal deficit，cognitive function，quality of life score，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wo group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94.00％）was higher than that（94.00％）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depression score，neurological deficit，cognitive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before treatment（P>0.05）. 

After treatment，all the scores of scales mentioned above were improved both in two groups，however，the improve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Before treatment，there was no differ-

ence in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s（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adverse reaction rate between the groups

（P>0.05）. Conclusion　Fluoxetine can improve the level of depression，promote neurological and cognitive functions，

and enhance quality of life in depression patients after cerebral infarction. The security is good.

【Key words】Cerebral infarction with depression；Fluoxetine；Neurological function；Cognitive function；Quality of life

脑梗死后抑郁较为常见，抑郁情绪可明显增加

脑梗死复发率，也是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之一［1-2］，

因此需要积极治疗 ［3］。氟西汀为临床应用较广泛的

一种抗抑郁药物，属选择性 5- 羟色胺（5-HT）再摄

取抑制剂［4-5］。本研究探讨氟西汀对脑梗死后并发抑

郁症的患者的疗效和不良反应。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作者工作单位］1. 郏县人民医院（平顶山，4�7100）；2. 河南省人民医院脑血管病二区。

［第一作者简介］ 曹建玺（1�77.10-），男，河南平顶山人，本科，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脑血管、癫痫 。 

［通讯作者］曹建玺（Email：1�70�400�71@1��.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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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2017 年 1 月 ~2019 年 1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100 例脑梗死后并发抑郁症的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

随机数字表法分组，观察组 50 例，男 26 例，女 24
例，年龄介于 58~83 岁之间，平均（73.24±6.71）岁；

病程介于 1~8 个月之间，平均（3.67±0.72）个月。

对照组 50 例，男 28 例，女 22 例，年龄介于 56~82
岁之间，平均（73.29±6.70）岁；病程介于 1~7 个月

之间，平均（3.69±0.71）个月。组间一般资料具均

衡可比性（P>0.05）。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符合全国第 4 届脑血管病学术

会议所制定的相关诊断标准［6］；（2）无智力、意识障

碍；（3）知晓并理解本次实验目的，并自愿签署知

情同意书，报经伦理学组织委员会批准。排除标准：

（1）既往有抑郁症史者；（2）存在智力障碍，不具

备沟通条件者。

1.� 　方法 

两组入组后，基础治疗方案相同，即控制血压、

脱水、抗凝、调节血脂等。观察组在上述基础上，

取氟西汀加用，即盐酸氟西汀胶囊每次 20mg，每日

1 次，晨起经口服途径给药。两组持续用药 6 个月。

1.4 　观察指标 

（1）对比两组临床疗效；（2）对比两组治疗前后

抑郁程度，应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测验，

无抑郁症状：<7 分；轻度：8~17 分；中度：18~24 分；

重度：>24 分；（3）对比两组干预前后神经功能缺损、

认知功能、生活质量。其中神经功能缺损应用 NIHSS

量表评定，无残损：0 分；轻度：1~4 分；中度：5~15
分；中 - 重度：15~20 分；重度：21~42 分。认知功能采

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评定，总分 30 分，

若测验分值 <26 分，提示为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分值

越高，障碍程度越轻；生活质量采用 Karnofsky（KPS）

功能状态量表评定，为百分制，分值越高，生活质量

越理想；（3）比较两组临床治疗不良反应率。

1.�　疗效标准 

治愈：抑郁相关症状完全消失，相较治疗前，治

疗后抑郁评分降低 >75％；显效：抑郁相关症状明显

改善，相较治疗前，治疗后抑郁评分呈 50％~70％

下降；有效：抑郁相关症状有所缓解和改善，相较治

疗前，治疗后抑郁评分呈 30％~49％下降；无效：抑

郁相关症状无明显变化，相较治疗前，治疗后抑郁

评分下降不及 30％或无下降。

1.�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中所用数据资料均于 SPSS 22.0 中录

入，完成统计学分析，其中临床总有效率、不良反

应率即计数资料采用（％）表示，施以卡方检验，焦

虑抑郁评分及神经功能缺损、认知功能、生活质量

评分采用（x±s）表示，施以 t 检验，P<0.05 表明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总有效率比较 

观察组脑梗死后抑郁症患者总有效率经评估为

94.00％，相较对照组 72.0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脑梗死后并发抑郁患者总有效率比较 ［n（％）］

组别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n=50）24（48.00）8（16.00）15（30.00）3（6.00）47（94.00）

对照组（n=50）17（34.00）5（10.00）14（28.00） 14（28） 36（72.00）

χ² - - - - 8.576

P - - - - 0.003

2.2　两组抑郁评分对比 

两组治疗前，抑郁评分经测验无差异（P>0.05），

干预后测验值较前均有降低，且观察组较对照组降

低程度更为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表2　两组焦虑、抑郁心理状况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n=50） 24.34±1.46 7.58±0.62

对照组（n=50） 24.31±1.51 9.46±0.73

t 0.101 13.879

P 0.919 0.000

2.�　两组神经功能缺损、认知功能、生活质量

比较 

两组治疗前，神经功能缺损、认知功能、生

活质量评分经测验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

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较前均有降低，认知功能和

生活质量评分较前均有升高，且各项测验值较对照

组降低和升高程度更为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3。

2.4　两组不良反应率比较 

观察组仅腹痛 1 例，不良反应率为 2％，但症

状较轻微，患者可耐受，经对症处理好转，对照组

无明显不良反应，组间不良反应率比较无明显差异

（χ2=1.010，P>0.05）。

3　讨论

脑梗死损害大脑神经细胞，可能会影响 5-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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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甲肾上腺素能递质系统，这两种递质系统参与人

体情绪和认知功能的调节，所以患者可能出现情绪

和认知功能障碍［7-8］。抑郁情绪会影响患者治疗的依

从性，所以如何尽快改善抑郁情绪是非常重要的［9-10］。

氟西汀通过抑制神经突触 5-HT 再摄取来发挥作用，

促进脑梗死患者情绪和认知功能的改善［11］ 。

本研究发现：观察组脑梗死后抑郁症患者总有效

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观察组抑郁评分经测验降低程度

优于对照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较前均有降低，认

知功能和生活质量评分较前均有升高，且各项测验

值较对照组降低和升高程度更为显著，说明氟西汀

治疗有助于抑郁情绪和神经、认知功能的恢复，改

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分析原因，可能与神经的可塑

性相关，持续应用氟西汀药物，可对海马神经的发

生予以促进，使神经干细胞生存能力显著增强，脑

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表达改善，进而对突触前的可塑

性予以调节，诱导突触前、后的长时程改善，最终

促使认知功能恢复［12］。同时，氟西汀可阻断 5-HT

再摄取，促使突触传递最大程度增加，进而对脊髓

功能产生刺激，使运动神经元兴奋性增强；氟西汀还

可促进血管再生，产生神经保护作用，使脑梗死残

损程度降低，生活质量得以提高［13-14］。我们的结果

与傅照平等［15］，高西平等［16］的研究结果一致。

本次研究还显示，观察组仅腹痛 1 例，不良反

应率为 2％，但症状较轻微，患者可耐受，经对症

处理好转，对照组无明显不良反应，组间不良反应

率比较无明显差异，表明在常规基础上，加用氟西

汀，并未增加明显不良反应。

综上，针对临床收治的脑梗死后并发抑郁症的

患者，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氟西汀干预方案，可

显著提高总有效率，改善焦虑、抑郁负性心理状况，

促进神经功能、认知功能恢复，提高生活质量，且

具较高安全性。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样本来源较

为单一，所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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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神经功能缺损、认知功能、生活质量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社经功能缺损 认知功能 生活质量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n=50） 15.31±5.81 8.48±5.26 14.24±2.51 20.42±1.48 44.95±8.56 90.87±13.41

对照组（n=50） 15.12±6.22 11.92±5.38 14.22±2.57 17.38±1.46 45.28±8.39 78.51±12.67

t 0.158 3.233 0.039 10.339 0.195 4.737

P 0.875 0.002 0.969 0.000 0.846 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