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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戈美拉汀联合认知行为干预对缺血性脑卒中后抑郁患者的影响

王俊仙 、 李艳红 、 任　帅

【摘要】目的　探究阿戈美拉汀联合认知行为干预对缺血性脑卒中后抑郁患者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 年 10 月 ~201� 年 4 月本医院收治的 �0 例缺血性脑卒中后抑郁患者，采用抽签法将其平均

分成 2 组（试验组与参照组），其中参照组运用艾司西酞普兰联合认知行为干预，试验组运用阿戈美

拉汀联合认知行为干预。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情绪情况、再发脑卒中率、神经系统毒性反应、胃肠

道反应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试验组出院 � 个月再发脑卒中发生 1 例，参照组发生 4 例，两组无明

显差异（χ2 值 =1.����，P 值 =0.1�11），试验组出院 � 个月再发脑卒中 2 例，明显低于参照组的 � 例

（χ2 值 =4.�200，P 值 =0.0�7�）；试验组神经系统毒性反应发生 1（�.��％）例，明显低于参照组 7

（2�.��％）例（χ2 值 =�.1�2�，P 值 =0.022�），；试验组与参照组负面情绪在治疗前对比无明显差异

P> 0.0�，治疗后试验组 SDS 与 SAS 评分均低于参照组（P< 0.0�）；试验组胃肠道反应发生 1（�.��％）

例低于参照组 �（20.00％）例（χ2 值 =4.04�1，P 值 =0.044�）。结论　阿戈美拉汀联合认知行为干预

可有效缓解缺血性脑卒中后抑郁患者负性情绪，降低其再发脑卒中的比率，并且神经系统毒性反应

和胃肠道反应也比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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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agomelatine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with post-ischemic stroke
　　WANG Junxian，LI Yanhong，REN Shuai.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Luoyang Fifth People Hospital，Luoyang 
47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value of the combination of agomelatine and cognitive behav-

ioral intervention in depression patients with post-ischemic stroke.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post-ischemic post-

stroke depression from October 2018 to April 2019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means of lottery. The 

reference group used escitalopram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used 

agomelatine in combination with cogn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The improvement of negative emotions，the rate of 

recurrent stroke，the incidence of neurotoxicity，and gastrointestinal reaction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

pared. Results　There was no different on the number of recurrent stroke between two groups after 3 months discharged . 

The number of recurrent stroke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reference group after 6 months 

discharged（P<0.05）. The total incidence of neurotoxicity and gastrointestinal reaction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reference group（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 SDS and SAS scores be-

tween the two group before the treatment，after treatment，the SDS and SAS score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

er than those in the reference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agomelatine and cogn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reduce depression/anxiety and the rate of recurrent stroke in depression patients with post-

ischemic stroke，and the neurotoxicity and gastrointestinal reactions were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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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后抑郁可分为原发性和反应性，主要表

现为兴趣下降、情绪低落、睡眠障碍等，严重者可

出现自残、自杀等情况，对患者的治疗、康复有重

要影响。阿戈美拉汀具有显著抗抑郁、抗焦虑以及

改善睡眠质量等功效，对促进患者功能以及神经运

动具有重要帮助［1］。本研究对阿戈美拉汀联合认知

行为干预的效果进行研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将 2018 年 10 月 ~2019 年 4 月

我院接收的 60例患者分为试验组（30例）、参照组（30
例）。纳入标准：（1）符合 CCMD-3中国精神障碍分类

以及诊断标准者；（2）反应迟钝、精力不集中、容易

疲乏者；（3）食欲不振、入睡困难、精力不集中以及

睡眠质量持续下降者；（4）对自我能力评价较低，存

在内疚感以及临床资料健全者。排除标准：（1）病情

严重、生活无法自理、无法配合临床检查者；（2）对

本次研究药物过敏的患者，存在其他精神病史以及精

神疾病者；（3）存在肝肾、心肺等严重脏器病变患者；

（4）无法接受整体治疗并且不能完成随访的患者。

试验组：年龄：41 周岁 ~72 周岁，平均年龄为

（56.29±3.74）岁；病程时间：2 年 ~23 年，平均病程

时间为（15.67±1.48）年；性别：男性患者有 13 例，

女性患者有 17 例。参照组：年龄：42 周岁 ~73 周岁，

平均年龄为（56.32±3.75）岁；病程时间：3 年 ~24
年，平均病程时间为（15.69±1.52）年；性别：男性

患者有 12 例，女性患者有 18 例。两组患者的性别、

病程时间、年龄等临床基本资料均采取统计学软件

SPSS 21.0 进行处理，对比计算结果均无统计学差异

P>0.05。经患者以及家属知情并签署相关知情文件

后展开此次研究工作。

1.2　方法

所有患者入院后均给予抗血小板聚集药物，并

对其血压进行控制，改善其血糖、血脂、降纤维蛋

白等措施，同时给予康复治疗以及营养支持等临床

常规治疗。经过基本治疗之后患者各项体征已经逐

渐稳定，未发生语言障碍情况，自身神志比较清

楚［2］。参照组在此基础之上运用 5mg 艾司西酞普兰

（批准文号：H20080599）口服治疗，用药 7 天之后

可增加剂量至 10mg，1 日 1 次，根据患者临床实际

情况最大剂量可升至 20mg。试验组给予 25mg 阿戈

美拉汀（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143375）睡前口服

治疗，治疗 2 周后如临床效果不够明显，可增加药

物剂量至 50mg，1 日 1 次，均在睡前服用。治疗期

间两组患者均不使用其他抗焦虑、抗抑郁类药物。

同时在此基础之上联合认知行为干预［3］。

认知行为干预主要分为以下几点：①对患者以及

家属讲解疾病相关知识，对其存在的疑问给予耐心

解答，同时鼓励患者对自身情感进行表达，指导患

者宣泄自身不良情绪，对其负面心理状态进行分析，

不断使患者能够采取正确的态度认识自己，不断提

高自身治疗信心［4］。②了解患者疾病状态以及负面

情绪的情况之下给予开展适当的鼓励与安慰，通过

开导、讲解等方式来分散患者的注意力，不断减弱

其自身抑郁情绪，缓解患者痛苦的心理压力，使其

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5-6］。

1.�　评价与标准

1.3.1　评价指标　 对其治疗前后负面情绪改善

情况、再发脑卒中率、神经系统毒性反应发生率、

胃肠道反应发生率进行评价。

1.3.2　评价标准　 神经系统毒性反应包括失眠、

激动、头痛、出汗等；胃肠道反应包括腹泻、恶心、

便秘、呕吐等；再发脑卒中分别为出院 3 个月与出院 6
个月发生率；负面情绪采取抑郁自评量表 SDS 与焦虑

自评量表 SAS 进行评价，其中 SDS 总分为 53 分，SAS

总分为 69分，分数越低表明患者负面情绪越严重［7-8］。

1.4　统计学分析

将所有对比的相关临床数据均输入至 SPSS 21.0
软件当中计算，对其临床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学分

析，其中计数资料与计量资料分别采取率（％）与

（x±s）的表达形式，当检验数据的 χ2 值与 t 值均为

P<0.05 时，则表明本次研究数据存在显著性差异。

2　结果

2.1　治疗前后负面情绪改善情况对比

试验组与参照组负面情绪治疗前对比无明显差

异 P>0.05，治疗后试验组 SDS 与 SAS 评分均低于参

照组，数据对比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治疗前后负面情绪改善情况对比（分，x±s）

分组（n）
SDS SAS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试验组（n=30）32.36±4.69 9.67±1.67 35.64±4.99 9.87±1.76

参照组（n=30）32.39±4.72 15.67±2.84 35.67±4.52 16.59±2.97

t值 0.0246 9.9748 0.0244 10.6615

P值 0.9804 0.0000 0.9806 0.0000

2.2　两组再发脑卒中率对比情况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0 年第 47 卷第 1 期- 122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试验组出院 3 个月发生 1 例，占总比 3.33％，

参照组发生 4 例，占总比 13.33％，数据对比 χ2 值

=1.9636，P 值 =0.1611，试验组出院 6 个月 2 例，占

总比 6.67％，参照组发生 8 例，占总比 26.67％，数

据对比 χ2 值 =4.3200，P 值 =0.0376，试验组出院 3
个月 1（3.33％）例低于参照组 4（13.33％）例，但

组间对比无明显差异 P>0.05，试验组出院 6 个月 2
（6.67％）例低于参照组 8（26.67％）例，数据对比

存在统计学差异 P<0.05（见表 2）。
表2　对比两组再发脑卒中率［n/％］

分组（n） 出院3个月 出院6个月

试验组（n=30） 1/3.33 2/6.67

参照组（n=30） 4/13.33 8/26.67

χ2值 1.9636 4.3200

P值 0.1611 0.0376

2.�　对比两组胃肠道反应发生率

试验组腹泻 0 例、恶心 0 例、便秘 1 例、呕吐

0 例，总发生 1 例，参照组腹泻 1 例、恶心 2 例、便

秘 2 例、呕吐 1 例，总发生 6 例，数据对比 χ2 值

=4.0431，P 值 =0.0443，试验组胃肠道反应发生 1
（3.33％）例低于参照组 6（20.00％）例，组间对比

存在统计学差异 P<0.05（见表 3）。
表3　胃肠道反应发生率对比［n（％）］

分组（n） 腹泻 呕吐 便秘 恶心 总发生率

试验组（n=30） 0（0.00） 0（0.00） 1（3.33） 0（0.00） 1（3.33）

参照组（n=30） 1/3.33 1/3.33 2/6.67 2/6.67 6（20.00）

χ2值 - - - - 4.0431

P值 - - - - 0.0443

2.4　对比两组患者神经系统毒性反应发生率

试验组发生失眠 0 例、激动 0 例、头痛 0 例、

出汗 1 例，总发生 1 例，参照组发生失眠 2 例、激

动 1 例、头痛 1 例、出汗 3 例，总发生 7 例，试验

组神经系统毒性反应共发生 1（3.33％）例低于参照

组 7（23.33％）例，数据对比 χ2 值 =5.1923，P 值

=0.0226，组间对比统计学意义存在 P<0.05（见表 4）。
表4　神经系统毒性反应发生率对比［n/％］

分组（n） 出汗 失眠 激动 头痛 总发生率

试验组（n=30） 1/3.33 0/0.00 0/0.00 0/0.00 1/3.33

参照组（n=30） 3/10.00 2/6.67 1/3.33 1/3.33 7/23.33

χ2值 - - - - 5.1923

P值 - - - - 0.0226

3　讨论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容易出现抑郁、焦虑情绪，

对患者康复以及生活质量具有严重的影响［9-10］。本研

究发现：缺血性脑卒中后抑郁患者给予阿戈美拉汀与

认知行为干预联合应用，可全面降低抑郁、焦虑情

绪，降低脑卒中再发率，同时不良反应较轻。阿戈

美拉汀的抗抑郁机制，与加强海马位置的神经元可

塑性以及神经元增生具有一定的关联［11-12］。有相关

研究采取免疫染色的方式测定成年的大鼠脑部神经

细胞的死亡、再生、增生情况，其结果表明，长期

采取阿戈美拉汀治疗，可加强其海马腹侧齿状回细

胞的增生以及神经元再生，此部位与其自身情绪反

应以及表达具有重要关联，因此在急性或者是亚急

性状态下给药并未见类似的该种情况［13-14］。不断延

长给药时长，整体的齿状回区域均会出现神经元再

生以及细胞增生，由此可见该种药物可不同程度的

增加海马的神经再生，对促进其产生新的颗粒细胞

具有重要作用［15-16］。认知行为治疗是目前治疗抑郁

证应用最多的一种心理治疗方式。两者结合可能对

卒中后抑郁的患者效果更好。

综上所述，联合阿戈美拉汀和认知行为治疗不

仅改善了卒中后抑郁患者的情绪，而且还可以降低

卒中的再次发作，不良反应也比较轻。但本研究是

个初步研究，样本量较小，样本来源较为单一，而

且很多因素会影响卒中后抑郁患者的情绪和再次卒

中的发生率，包括卒中的风险因素，病前性格，社

会支持等，本研究无法排除上述因素的干扰。所以

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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