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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司西酞普兰对冠脉介入术后患者的抑郁情绪、免疫及脑源性神经营养因
子水平的影响

王东方 1，2 、 滕　伟 1 、 王　欢 2 、 王鲜花 2

【摘要】 目的　探讨艾司西酞普兰对冠心病冠脉介入（PCI）术后患者的抑郁情绪、脑源性神经营

养因子以及炎症因子水平的影响。方法　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将我院 93 例 PCI 术后冠心病合并抑郁的

患者分为对照组 46 例及观察组 47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心理干预，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增加

艾司西酞普兰口服治疗，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后抑郁情绪、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水平、血清炎症因子

水平变化，并对比两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结果　治疗 7d、14d 和 8 周后，观察组 HAMD 评分低

于对照组，治疗 8 周后，观察组 hs-CRP、MPO、IL-18 水平低于对照组，LP、BDNF 水平高于观察组，

术后 1 年观察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艾司西酞普兰能够改善冠心病 PCI 术

后合并抑郁症患者神经营养因子及炎症因子水平，消除抑郁情绪，减少术后心血管不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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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escitalopram on depression，the level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fter PCI 　　WANG Dongfang，TENG Wei，WANG Huan，et al.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3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escitalopram on depression，the level of brain-derived neu-

rotrophic factor and inflammatory factor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93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depression after PCI were divided into 46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47 c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psychological inter-

vention，while the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oral treatment of escitalopram. Th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the changes of depression，the level of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and serum inflammatory factor be-

tween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7 days，14 days and 8 weeks of treatment，the HAMD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8 weeks of treatment，the levels 

of hs-CRP，MPO and IL-18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levels of LP 

and BDNF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P<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in the observa-

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Escitalopram can improve neurotrophic 

factor and inflammatory factor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fter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fter PCI，eliminate de-

pression and reduce cardiovascular adverse events.

【Keywords】Escitalopram；Coronary heart disease；PCI；Depression；Inflammatory factors；Brain-derived neu-

rotrophic factor；Adverse events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是一种较为常见的

心血管疾病，对患者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造成严重

影响［1］。PCI 是治疗冠心病首选方案，PCI 术后患者

多合并不同程度抑郁情绪［2］，这种不良情绪不仅影

响患者生活质量，也会增加 PCI 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不利于患者预后。艾司西酞普兰是临床应用于抑郁

症治疗的新型药物，本研究旨在观察艾司西酞普兰

应用于冠心病 PCI 术后合并抑郁症患者的疗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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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9 月 ~2018 年 9 月期间来我院就诊

的 93 例冠心病患者，经超声心动图、血管内成像、

冠脉造影等检查确诊符合冠心病诊断标准［3］，纳入

患者符合 PCI 术指征，均由同一医师行 PCI 进行治

疗，患者知情自愿参与本研究，术后符合抑郁症标

准［4］，汉密顿抑郁量表评分（HAMD）>17 分，经我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排除药物禁忌症，术前确

诊为抑郁症患者，既往精神病史者，依从性差者。

依据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对照组 46 例，男 16
例，女 30 例；年龄 61~73 岁，平均（67.03±5.05）岁；

病程 7~16 年，平均（11.49±0.88）年。观察组 47 例，

男 19 例，女 28 例；年龄 59~75 岁，平均（67.11±

5.11）岁；病程 6~18 年，平均（11.55±0.95）年。两

组患者一般资料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两组患者术后均给予阿司匹林、美托洛尔、辛

伐他汀、硝酸异山梨酯等药物进行常规治疗，对照

组患者增加心理干预，由专业心理医师对患者进行

治疗，30min/ 次，3 次 / 周；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

上增加艾司西酞普兰（国药准字 H20080599，规格

5mg*14 片）口服，10mg/ 次，1 次 /d，两组患者均持

续治疗 8 周并对比治疗疗效。

1.3　观察指标

（ 1 ） 抑 郁 情 绪 ：采 用 汉 密 尔 顿 抑 郁 量 表

（HAMD）评分评价患者治疗前后抑郁情绪，HAMD

评分内包含疑病、睡眠不深、自知力、工作和兴

趣、有罪感等 17 项内容，得分 17-24 分表明有抑郁

症，总分 <7 分提示患者无抑郁状况，分数越高，提

示患者抑郁情绪越严重；（2）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水平：分别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及酶联免疫吸附法检

测患者治疗前后血清脂蛋白（LP）、血清髓过氧化酶

（MPO）及血清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水平变

化；（3）血清炎症因子水平：采用 ELISA 法检测两组

患者治疗前后血清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及白

细胞介素 -18（IL-18）水平变化；（4）术后随访 1 年

对比不良事件发生率。

1.4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 22.0 处理，分别采

用［n（％）］、（x±s）表示计数资料、计量资料，结果

采用 x2、t 检验，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抑郁情绪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 HAMD 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

观察组患者降低幅度更为明显（P<0.05），见表 1。
表1　HAMD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7d后 治疗14d后 治疗8周后

对照组 46 27.96±1.68 23.02±1.33△ 19.36±1.20△ 17.01±0.81△

观察组 47 28.01±1.71 21.20±1.11△▲ 17.01±0.95△▲ 15.33±0.52△▲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水平比较

治疗后，对照组患者 LP、BDNF 水平低于观察

组患者，MPO 水平高于观察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2。
表2　LP、BDNF、MPO水平对比（x±s）

组别 时间 LP（μg/L） MPO（U/L） BDNF（ng/mL）

对照组（n=46） 治疗前 7.38±2.52 479.85±150.22 3.32±1.40

治疗8周后 11.02±2.80△ 401.23±138.65△ 7.85±3.65△

观察组（n=47） 治疗前 7.41±2.49 480.08±151.20 3.35±1.43

治疗8周后 12.96±2.90△▲ 375.11±132.13△▲ 10.88±3.81△▲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3 血清炎症因子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hs-CRP、IL-18 水平无统计学

意义（P>0.05），治疗后均明显降低，观察组降低效

果更为显著（P<0.05），见表 3。
表3 治疗前后IL-18、hs-CRP水平对比（x±s）

组别 时间 hs-CRP（mg/L） IL-18（pg/mL）

对照组（n=46） 治疗前 7.96±2.19 449.85±65.52

治疗8周后 4.95±2.31△ 399.54±51.12△

观察组（n=47） 治疗前 7.99±2.21 450.02±66.61

治疗8周后 3.45±1.88△▲ 351.25±46.55△▲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4 不良事件

观察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 10.64％显著低于对

照组患者的 28.26％（P<0.05），见表 4。

3 讨论

冠心病发病率逐年上升，且发病逐渐低龄化，

严重威胁患者的身心健康［5，6］。PCI 术是临床上治疗

冠心病最有效的方案。调查发现：15％-23％PCI 术

后患者合并不同程度抑郁症［7］，抑郁情绪的出现会

增强血小板凝聚功能，降低心率变异性，改变心脏

植物神经张力，降低患者治疗依从性，拒绝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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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改变，提升患者病死率，是临床治疗时必须正视

的问题。心理治疗是临床上治疗抑郁症的常用治疗

方式［8］。但是见效较慢。

BDNF 能够有效调节圣经发育、生长，促进损

伤神经元修复，提升大脑皮层内神经递质水平，促

进轴突、树突发育，强化突触间递质信号传递，与

抑郁症发生有密切关系［9］。LP 水平异常会激活血小

板功能，提升血液黏稠度，影响冠心病患者的预后；

MPO 属于氧化应激介质的一种，其水平与抑郁症的

严重程度成正比。冠心病的发生、发展及预后均与

炎症反应有着重要关联，IL-18、Hs-CRP 是炎症因

子中具有代表性的两种，Hs-CRP 属于心血管疾病危

险预测因子，其能够提升吞噬细胞活性，促使补体

激活，其水平异常增高会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影响

患者预后；IL-18 直接参与斑块形成，同时其能够诱

到内皮细胞凋亡，加重冠心病的发展［10］。

本研究发现：治疗后，对照组患者的 HAMD 评

分、炎症因子及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水平均显著降

低，提示心理干预能够有效缓解冠心病 PCI 术后患

者负面情绪，而观察组患者各项指标改善效果明显

优于对照组，且患者在术后 1 年内不良事件发生率

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提示在心理干预基础上增加

艾司西酞普兰联合治疗，能够更为有效的调节患者

血清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及炎症因子水平，消除患

者负面情绪，降低患者术后不良事件发生率。临床

分析认为，艾司西酞普兰对 5-HT 转运体有着较高的

选择性，作用于机体后能够通过增强中枢 -5 羟色胺

能神经作用，增强中枢功能，降低对 D1-5 受体亲和

力，减少对多巴胺的再摄取，两者结合应用能够有

效改善患者精神状态，消除负面情绪，联合心理干

预，身心同治，协同作用下进一步提升治疗效果［11］。

李延强等［12］学者研究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艾司西酞普兰通过调节机体内神经

递质水平，联合心理干预应用于冠心病 PCI 术后合

并抑郁症患者效果显著，有效改善患者炎症因子及

神经营养因子水平，缓解患者抑郁情绪，降低术后

不良事件发生率。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样本来源

较为单一，也没有探讨艾司西酞普兰影响 BDNF 以

及炎症因子的确切机制，后续还要更多的研究来探

讨其中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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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术后1年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卒中 严重心律失常 充血性心力衰竭 心肌梗死 靶血管重建 心源性死亡 合计

对照组 46 3（6.52） 2（4.35） 3（6.52） 2（4.35） 1（2.17） 2（4.35） 13（28.26）

观察组 47 1（2.13） 1（2.13） 1（2.13） 1（2.13） 0 1（2.13） 5（10.64）*

注：与对照组比较，χ2=4.6523，*P=0.0315<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