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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曲林治疗冠心病（CHD）介入术后合并抑郁患者的疗效

陈雪斌 、 王　瑾 、 张冠茂 、 李盼荣

【摘要】目的　探讨舍曲林治疗冠心病术后合并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 2016 年 1 月

至 2019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 CHD 介入术后合并抑郁症的患者 200 例随机分为 2 组，各 100 例。对照

组采用安慰剂治疗，观察组采用舍曲林治疗。比较两组治疗前后 HAMD、HAMA 评分、血清 IL-18、

MPO、疗效以及生存质量。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HAMD、HAMA 评分无明显差异（P< 0.05），治

疗后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 0.05）。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 MPO、IL-18 无明显差异（P< 0.05）；而治

疗后二者对比存在统计学差异（P< 0.05）；对照组总体治疗有效率为 82.0％，低于观察组的 97.0％

（P< 0.05）。观察组的生理、社会、躯体功能、情感职能等评分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舍曲

林可以改善冠心病介入术后合并抑郁症患者的负性情绪，还能改善其血清指标和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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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sertraline in the treatment of postoperative depression in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EN Xuebin，WANG Jin，ZHANG Guanmao，et al. The People Hospital of Puyang，Puyang 
457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sertraline in the treatment of postoperative depres-

sion in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6 to January 2019，200 patients with depres-

sion after CHD intervention were enroll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10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placebo，while the study group was treated with sertraline. The changes of HAMD，HAMA 

score，serum IL-18 and MPO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cores of HAMD and HAMA，serum MPO，IL-18 and other indicato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P<0.05）. After treatment，the scores of HAMD and HAMA，serum MPO，IL-18 and 

other indicators in study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5）. The rate of treatment efficiency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82.0％，which was lower than that（97.0％）in study group（P<0.05）. The scores of physiologi-

cal，social，physical and emotional function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Sertraline can significantly eliminate negative emotions，improve serum index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fter CHD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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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心血管疾病患者而言，不良情绪如抑郁、焦

虑可以直接影响其预后［1］。冠心病（CHD）发病率较

高，对患者的危害很大，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PCI）

可将疏通狭窄的冠状动脉管腔，改善患者的心肌灌

注［2］。但术后患者往往会出现程度不同的抑郁情绪，

影响治疗效果［3］。舍曲林是常用的抗抑郁药物［4］。本

文探讨舍曲林对冠心病术后合并抑郁症的临床疗效。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以 2016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为时间段，选取我

院收治的 CHD 介入术后合并抑郁症患者 200 例，随

机分为 2 组，各 100 例。其中，观察组女 47 例，男

53 例，年龄为 45～79 岁，平均年龄为（54.6±3.7）

岁；病程为 1～15 年，平均病程（6.5±1.4）年；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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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NYHA 进行分级：Ⅰ级 29 例；Ⅱ级 49 例；Ⅲ级 32
例：Ⅳ级 10 例。对照组女 42 例，男 58 例，年龄为

46～79 岁，平均年龄为（56.3±2.9）岁；病程为 1～15
年，平均病程（6.9±1.2）年；根据 NYHA 进行分级：

Ⅰ级 32 例；Ⅱ级 46 例；Ⅲ级 30 例：Ⅳ级 12 例。对照

组女 42 例，男 58 例，年龄为 46～79 岁，平均年龄

为（56.3±2.9）岁。两组基本情况对比不存在统计学

差异（P>0.05），可对比分析。

纳入标准［5］：均符合 WHO 规定的有关冠心病和

抑郁症的诊断标准；均则其实施介入术治疗；汉密尔

顿抑郁 / 焦虑量表（HAMD、HAMA）评分均在 18 分

以上；均无意识障碍、理解障碍等，意识清楚；抑郁

症状表现为自卑抑郁、心境低落、兴趣减退、胸闷

气短、疲乏无力等；患者及其家属均知晓本次试验，

并签订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

批准。

排除标准［6］：排除酒精滥用、药物依赖者；有自

杀企图者；神经系统异常症状如认知障碍、癫痫、抽

搐、严重智力障碍等；服用其他抗抑郁药物治疗者；

合并自身免疫系统疾病者；免疫抑制剂治疗者；严重

心肝肾等器官疾病者；精神疾病者；不配合研究或中

途退出者。

1.2　方法

采用安慰剂治疗对照组，采用舍曲林治疗观察

组，该药国药准字 H20051791，规格为 25mg/ 片。用

法用量为：口服，1 片 / 次，1 次 /d，持续治疗 1w 后

改为 2 片 / 次，1 次 /d。两组均持续治疗 2 个月。治

疗前后两组均采集清晨空腹静脉血，采集量为 5mL，

经离心提取血清后，置于负 80 摄氏度冰箱中保存待

检。血清 MPO（髓过氧化物酶）、IL-18（白介素 -18）
等均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进行检测。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治疗前后 HAMD、HAMA 评分（采用

汉密尔顿抑郁、焦虑量表评估，分值越低越好）、血

清 IL-18、MPO 等指标变化、疗效（评估标准［7］：治

愈：患者心电图恢复正常，临床症状完全消失；好转：

患者心电图有所改善，临床症状有所减轻；无效：未

达到上述条件或病情加重）、生存质量（采用 SF-36
量表［8］评估，包括躯体、生理、社会功能、情感职

能等，分值越高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2.0 进行数据处理。文中计量数据可

采取 t 值进行检验，文中计数数据可采取卡方进行检

验，以 P<0.05 评定组间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 HAMD、HAMA 评分情况对比

在 HAMD、HAMA 评分上，两组治疗前对比无

统计学差异（P<0.05）；而治疗后二者对比存在统计

学差异（P<0.05），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1　两组HAMD、HAMA评分情况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HAMD HAMA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100 22.8±4.3 10.3±3.2 20.5±3.7 10.1±3.4

对照组 100 22.7±3.8 15.5±4.2 20.8±3.1 14.5±3.2

t值 0.3688 3.0269 0.1255 3.0114

P值 0.758 0.000 0.617 0.000

2.2　两组血清 MPO、IL-18 等水平对比

在血清 MPO、IL-18 等指标上，两组治疗前对

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而治疗后二者对比存在

统计学差异（P<0.05），具体如表 2 所示。
表1　两组血清MPO、IL-18等水平对比（x±s）

组别 例数
MPO（U/L） IL-18（pg/m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100 511.6±174.2 406.3±102.5 452.3±60.5 382.5±92.4

对照组 100 531.2±184.5 496.3±107.2 471.5±64.5 446.5±81.5

t值 1.0326 3.1268 1.9744 4.1365

P值 0.547 0.000 0.198 0.000

2.3　两组疗效情况对比

在治疗有效率上，对照组总体为 82 .0 ％，观

察 组 总 体 为 97 .0 ％ ， 二 者 对 比 存 在 统 计 学 差 异

（P<0.05），具体如表 3 所示。
表3　两组疗效情况对比［例（％）］

组别 例数 无效 好转 治愈 有效率（％）

观察组 100 3（3.0） 21（21.0） 76（76.0％） 97（97.0％）

对照组 100 18（18.0） 22（22.0） 60（60.0） 82（82.0％）

χ2值 6.0214 0.0214 2.0365 6.0214

P 值 0.000 0.715 0.007 0.000

2.4　两组生存质量评分情况对比

两组生理、社会、躯体功能、情感职能等评分

对比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具体如表 4 所示。

3　讨论

PCI 是目前冠心病的首选治疗，其优势在于疗

效显著、微创、安全等，且可减少患者致残率和病

死率［9］。作为一种微创术式，PCI 存在一定风险，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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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术前未充分了解该术式，则极易产生一些不良

情绪，如抑郁、焦虑等，这不仅影响手术疗效，还

会对其预后产生不利［10-11］。既往研究表明舍曲林可

减少 5- 羟色胺的再摄取，增加突触间隙中的 5- 羟

色胺，从而治疗抑郁症状［13-14］。

本研究发现：治疗后在 HAMD、HAMA 评分

上，观察组优于对照组，表明舍曲林可显著改善患

者的抑郁和焦虑情绪。本研究还发现：在血清 MPO、

IL-18 等指标上，两组治疗前无明显差异；治疗后二

者对比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MRO 是一种血

红素蛋白酶与多种疾病发生有关，与正常人相比，

抑郁症患者的 MPO 含量较高。IL-18 可预测冠心病，

属于生物学标志物，其可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

造成硬化斑块不稳定［12］。这表明舍曲林还可以有效

改善患者的临床血清指标。在治疗有效率上，本研

究发现观察组也优于对照组，表明舍曲林还可以改

善患者病情。研究组的生理、社会、躯体功能、情

感职能等评分优于对照组，这表明舍曲林可改善患

者的生存质量，本研究结果与既往研究［13-15］一致，

必须指出的是，还有一些因素也会影响冠心病

术后患者的抑郁情绪，如患者个性特征，社会支持

体系等，本研究无法排除上述因素的干扰，但本研

究初步说明：舍曲林不仅消除冠心病术后合并抑郁症

患者的负性情绪，还能改善其血清指标和生存质量，

利于其预后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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