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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司西酞普兰联合乌灵胶囊对合并抑郁的脑梗死恢复期患者的疗效

陈烈冉 、 张保朝 、 付国惠

【摘要】目的　探讨艾司西酞普兰与乌灵胶囊联合治疗脑梗死恢复期合并抑郁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本院于 2019 年 02 月 ~2020 年 02 月收治的 130 例脑梗死恢复期合并抑郁患者作为本次观察

对象。根据双盲随机对照原则分为两组，各 65 例，常规组单纯用艾司西酞普兰治疗，研究组用艾司

西酞普兰 + 乌灵胶囊治疗。对两组的治疗效果，用药前后生活质量与抑郁评分，用药前后生化指标

进行比较。结果　①研究组总体疗效高于常规组（P< 0.05）；②和常规组相比，研究组用药后 ADL 日

常生活质量评分更高、HAMD 抑郁评分更低（P< 0.05）；③和常规组相比，研究组用药后 NE、5-HT

更高，IL-23、IL-6、TNF-α更低（P< 0.05）。结论　艾司西酞普兰联合乌灵胶囊治疗脑梗死合并抑

郁患者，能够更好的减轻其抑郁情绪，改善生活质量，优化生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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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escitalopram combined with Wuling capsule in the treatment of cerebral infarctio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CHEN Lieran，ZHANG Baochao，FU Guohui. The Central Hospital of Nanyang，Nanyang 
473009，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effect of the combination of escitalopram and Wuling capsule in 

the treatment of cerebral infarctio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double blind ran-

domized，130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in convalescent stage and depression received by our hospital from Febru-

ary 2019 to February 2020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6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routine group treated 

with escitalopram only，while the study group with escitalopram + Wuling capsule. The effect of treatment was analyzed，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depression scores were evaluat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and the biochemical indexe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Results　① The overall efficacy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

ventional group（P<0.05）. ② The ADL quality of daily life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the HAMD depression 

score was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P<0.05）. ③ The NE，5-HT，IL-23，IL-6，TNF - α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escitalopram combined with 

Wuling capsule can further reduce their depression，promote their quality of life，and optimize their biochemical indi-

cators in cerebral infarctio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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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死属于常见病，脑梗死恢复期患者常常出

现抑郁情绪［1］，表现为思维迟缓、心境低落，甚至

自伤、自杀，给患者安全健康、生活质量带来了严

重的影响［2］。目前治疗脑梗死恢复期合并抑郁患者

以抗抑郁药物为主，能够减轻患者症状，但是整体

效果仍有待提高［3］。研究发现中医药治疗脑梗死恢

复期合并抑郁患者的效果尚可［4］。鉴于此，本文分

析了艾司西酞普兰和乌灵胶囊联合治疗伴有抑郁的

脑梗死恢复期患者的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课题之中的观察对象为 130 例脑梗

死恢复期合并抑郁患者，接收时间为 2019 年 02 月

~2020 年 02 月。通过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

［作者工作单位］南阳市中心医院（南阳，473009）。

［第一作者简介］陈烈冉（1979.07-），男，河南南阳人，硕士，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神经内科。

［通讯作者］陈烈冉（Email：chlran2009@sohu.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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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组标准：（1）根据 2010 年版《中国急性缺血性脑

卒中诊治指南》［5］所提出的相关诊断标准，结合头颅

MRI 或 CT 检查，确定为脑梗死恢复期；（2）抑郁证

诊断标准参照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

准》［6］；（3）知情同意且自愿参与，已经签署过同意

书；（4）病程 <7 个月、年龄 55~82 岁；（5）临床资

料齐全完整。排除标准：（1）近 1 个月用过抗抑郁

药物或其他中成药；（2）脏器功能严重障碍或不全；

（3）既往存在精神系统疾病；（4）对研究用药过敏；

（5）恶性肿瘤；（6）理解与交流障碍；（7）非自愿参

与、临床资料缺失。根据双盲随机对照原则，予以

分组探讨，其中一组名为常规组，另一组名为研究

组。每个小组分别 65 例。各组基础资料经临床统计

学检验，结果 P 值＞ 0.05，详情见表 1。
表1　研究组与常规组临床资料对比

小组 病例数 性别（男/女） 年龄（岁） 病程（个月）

研究组 65 37/28 66.8±10.2 2.5±0.6

常规组 65 39/26 66.3±10.5 2.4±0.7

t/χ2 - 0.343 0.705 0.267

P - >0.05 >0.05 >0.05

1.2　方法

艾司西酞普兰批准文号为国药准字 H20080599，

规格 5mg*14 片 / 盒；乌灵胶囊批准文号为国药准字

Z19990048，规格 0.33g*18s。

给予常规组 65 例脑梗死恢复期合并抑郁患者艾

司西酞普兰治疗，即：每日口服 1 次，口服或者是与

食物同服，常规用量为 10mg/d，可根据患者具体病

情增加至最高剂量 20mg/d。坚持服药 2 个月。

给予研究组 65 例脑梗死恢复期合并抑郁患者患

者艾司西酞普兰 + 乌灵胶囊治疗，其中艾司西酞普

兰应用方式及方法与常规组一致，而乌灵胶囊每日

口服 3 次，每次口服 3 粒，坚持服药 2 个月。

1.3　观察指标

（1）临床疗效评定：临床体征以及相关症状彻

底消退，HAMD 评分较治疗前改善 90％及以上，视

为治愈；临床体征以及相关症状显著减轻，HAMD

评分较治疗前改善 60-89％，视为显效；临床体征

以及相关症状基本好转，HAMD 评分较治疗前改善

30％-59％，视为有效；临床体征以及相关症状无变

化或呈严重化趋势，HAMD 评分较治疗前改善不足

30％，视为无效。总体疗效 = 有效 + 显效 + 治愈。

（2）患者用药前后的生活质量情况采用日常生活活

动能力评定量表（ADL）［7］，总分越高，患者生活质

量越好；患者用药前后的抑郁程度采用汉密尔顿抑郁

量表（HAMD）［8］，分值越高，抑郁程度越严重。（3）
患者用药前后的生化指标 NE（去甲肾上腺素）、5-HT

（5- 羟色胺）测定方法为高效液相色谱法，而 IL-23
（白细胞介入 -23）、IL-6（白细胞介入 -6）、TNF-α

（肿瘤坏死因子 -α）测定方法为 ELISA 酶联免疫吸

附试验。

1.4　数据统计处理

汇 总 并 分 析 观 察 主 体 的 研 究 数 据 ， 并 利 用

SPSS22.0 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用均数 ± 标准

差（x±s）表达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并用 t 检验；用

例数或构成比（％）表达计数资料或等级资料并用卡

方检验。当 P 值 <0.05 时，说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研究组与常规组临床治疗效果对比见表 2

表2　研究组与常规组临床治疗效果对比

小组 病例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体疗效

研究组 65 23（35.38％） 22（33.85％） 17（26.15％） 3（4.62％） 62（95.38％）

常规组 65 19（29.23％） 19（29.23％） 13（20.00％） 14（21.54％） 51（78.46％）

χ2 - 14.022

P - <0.05

2.2　研究组与常规组用药前后 ADL 日常生活质

量评分、HAMD 抑郁评分对比见表 3

2.3　研究组与常规组用药前后生化指标对比见

表 4

3　讨论

脑梗死进展快、致死率和致残率高，是导致脑

梗死恢复期患者出现抑郁的重要原因。研究发现脑

梗死恢复期合并抑郁与 5-HT 系统功能异常有密切

的关系［9］。艾司西酞普兰是 5-HT 再摄取抑制剂，是

临床中常用的抗抑郁药物，能够较好的改善卒中后

抑郁患者的不良情绪［10］。

脑梗死恢复期合并抑郁属于中医“郁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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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患者心境低落、消沉、暴躁易怒，气机郁滞影

响肝脏正常疏泄，脾脏因此而无法正常运转，气血

紊乱而加重抑郁，还与瘀血、痰浊有关［11］。乌灵胶

囊是一种富含乌灵菌粉的中成药制剂，而乌灵菌粉

之中存在诸多微量元素、维生素、多糖、氨基酸以

及腺苷，可以补肾健脑，养心安神，对于心肾不交

所致的失眠、健忘、心悸心烦、神疲乏力、腰膝酸软、

头晕耳鸣、少气懒言、脉细或沉无力等神经衰弱症

候者具有十分突出的治疗效果［12］。研究证实乌灵胶

囊可以增强中枢神经系统摄取谷氨酸、y- 氨基丁酸

的能力，调节患者中枢神经系统，达到治疗目的［13］。

本研究发现，研究组总体疗效为 95.38％，高于

常规组 78.46％；研究组用药后 ADL 日常生活质量评

分高于常规组，而 HAMD 抑郁评分低于常规组。这

个结果说明乌灵胶囊 + 艾司西酞普兰的联合治疗方

案，使得脑梗死恢复期合并抑郁患者获益更大。本

研究还发现：研究组用药后 NE、5-HT 高于常规组，

而 IL-23、IL-6、TNF-α 低于常规组。说明乌灵胶

囊 + 艾司西酞普兰联合治疗方案可调节患者的 5- 羟

色胺、去甲肾上腺素以及炎症细胞因子水平，而抑

郁的发生与炎症细胞因子释放过度有关，在脑梗死

恢复期并发抑郁过程中，IL-23、IL-6 以及 TNF-α

等炎症细胞因子广泛参与，主要通过血脑屏障促使

人体中枢神经系统生理功能减弱，加重其炎性反应，

提高 C 反应蛋白，激活免疫调节通道；与此同时，

TNF-α水平表达过高，能够对 5-HT 产生严重影响，

紊乱神经 - 内分泌，加重抑郁［14］。单胺类神经递质

能水平与抑郁症的发生也具有紧密的关系［15］；脑梗

死发病后，其体内 5-HT、NE 的释放被抑制，中枢

神经系统因此而无法兴奋，最终导致脑梗死患者出

现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16］。联合治疗可能通过调节

炎症细胞因子水平和单胺类神经递质水平来发挥疗

效。影响脑梗死恢复期患者抑郁情绪的因素很多，

包括社会支持、个性特征，躯体情况等，本研究无

法完全控制上述因素的影响。

总之，本研究表明：对于合并抑郁的脑梗死恢

复期患者而言，艾司西酞普兰联合乌灵胶囊能够更

好的减轻患者抑郁症状，提高其生活质量，调节其

5-HT、NE 以及炎症细胞因子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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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研究组与常规组用药前后ADL评分、HAMD评分对比

小组 病例
ADL HAMD

用药前 用药后 用药前 用药后

研究组 65 50.5±3.6 89.8±9.3 6.1±1.1 2.2±0.4

常规组 65 50.7±3.5 72.4±6.5 5.9±1.5 4.1±1.5

t - 0.359 19.401 0.058 2.789

P - >0.05 <0.05 >0.05 <0.05

表4　研究组与常规组用药前后生化指标对比

时间 小组 NE（ng/L）5-HT（ug/L）
IL-23

（ug/L）
IL-6

（ug/L）
TNF-α
（ug/L）

用药前 研究组 41.4±3.3 240.8±23.4 132.3±16.6 96.5±11.2 136.7±13.4

常规组 41.5±3.7 240.9±23.5 132.2±16.5 96.4±11.3 136.6±13.5

t 0.404 0.256 0.391 0.620 0.726

P >0.05 >0.05 >0.05 >0.05 >0.05

用药后 研究组81.4±9.2296.5±30.9 70.5±8.6 50.2±6.6 73.3±8.4

常规组57.6±5.4277.5±30.4 90.4±15.2 71.3±9.9 98.9±10.1

t 13.536 35.049 15.227 12.689 16.700

P <0.05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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