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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剂量异烟肼鞘内注射对结核性脑膜炎伴焦虑抑郁患者精神状态及脑脊
液生化指标的影响

王明远 、 赵顺现 、 刘小利

【摘要】目的　探讨 100mg 或 200mg 异烟肼（INH）鞘内注射治疗对结核性脑膜炎（TBM）伴轻

度焦虑抑郁患者的精神状态及脑脊液生化指标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 8 月 ~2019 年 8 月期

间收治的 85 例 TBM 伴轻度焦虑抑郁患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

小剂量组和大剂量组。在常规抗结核和口服帕罗西汀片治疗基础上，小剂量组（42 例）给予鞘内注

射 100mg INH，大剂量组（43 例）给予鞘内注射 200mg INH，两组均每周注射 1 次，根据脑脊液生化

指标调整注射次数，连续治疗 3 月后，观察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精神状态及脑脊液炎性因子

水平。结果　（1）大剂量组患者 TBM 治疗总有效率 97.67％（42/43）高于小剂量组 88.10％（37/42）

（P< 0.05）；（2）治疗后，大剂量组患者的 SAS 及 SDS 评分明显低于小剂量组（P< 0.05）；（3）治疗后，

大剂量组脑脊液生化指标改善显著优于小剂量组（P< 0.05）；（4）两组药物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INH 200mg 鞘内注射联合帕罗西汀片能够显著改善 TBM 伴焦虑抑

郁患者的精神状态，改善脑脊液细胞数、氯化物水平、蛋白含量和葡萄糖水平，在改善患者预后方

面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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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INH intrathecal injection at different doses on mental status and cerebrospinal fluid biochemical 
indexes in tuberculous meningitis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ANG Mingyuan，ZHAO Shunxian，
LIU Xiaoli. Department of tuberculosis，the Fifth People's Hospital of Puyang City，Puyang 457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100mg or 200mg isoniazid（INH）intrathecal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oral paroxetine on mental status and cerebrospinal fluid biochemical indexes of patients with tubercular meningitis

（TBM）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eighty-five TBM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d-

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16 to August 2019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low-dose 

group and high-dose group.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anti-tuberculosis and oral paroxetine treatment，the low-dose 

group（42 cases）was given intrathecal injection of 100mg INH，and the high-dose group（43 cases）was given intra-

thecal injection of 200mg INH. Both groups were injected once a week. The injection frequency was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biochemical indexes of CSF. After continuous treatment for 3 months，the clinical efficacy，mental status and 

levels of CSF inflammatory factors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1）the total effec-

tive rate of TBM in the high-dose group was 97.67％（42/43）higher than that in the low-dose group（88.10％（37/42）
（P<0.05）. （2）after treatment，the SAS and SDS scores in the high-dos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low-dose group（P<0.05）. （3）after treatment，the improvement range of biochemical indexes of CSF in the high-

dos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low-dose group（P<0.05）. （4）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drug-related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  0.05）. Conclusion　INH 200mg in-

trathecal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paroxetin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mental state，improve the CSF cell number，

chloride level，protein content and glucose level of TBM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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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性脑膜炎（tuberculous meningitis，TBM）属

一种由结核分枝杆菌入侵蛛网膜下腔，引起软脑膜、

蛛网膜的感染性中枢神经结核病变，部分患者在发病

4 周左右可引起精神萎靡、全身性痫性发作或癫痫持

续状态等脑实质损害，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谵妄、焦虑

或妄想，严重影响患者的康复治疗和生存质量［1］。异

烟肼（isonicotinyl hydrazide，INH）鞘内注射治疗 TBM

效果确切，但不同剂量的疗效和安全性，是否影响

伴轻度焦虑症状患者的精神状态，尚需进一步探讨。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 100mg 或 200mg INH 鞘内注

射联合口服帕罗西汀片对 TBM 伴轻度焦虑症状患者

精神状态及脑脊液生化指标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取我院 2016 年 8 月 ~2019 年 8 月期间

收住入院的 85 例 TBM 伴轻度焦虑症状患者作为主

要研究对象。纳入标准：经头颅 CT 或 MRI 检查表

现为脑膜强化，结合脑脊液（Cerebro-Spinal Fluid，

CSF）检测和临床特征确诊，符合《结核病学》2003
版中关于结核性脑膜炎的诊断标准［2］者；抑郁自评

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评分 50~60
分，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

评分 50~60 分者；排除标准：药物禁忌症者；其他因

素引起的脑损伤和中重度焦虑症状者。本研究已经

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按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

随机分为小剂量组和大剂量组。小剂量组患者 42 例，

其中男 25 例，女 17 例；年龄 25~58（34.28±3.28）

岁；SAS 平均评分（54.67±1.85）分；SDS 平均评分

（57.31±1.60）分；伴有不同程度头痛 42 例、颅压增

高 42 例、脑膜刺激征 40 例、发热 36 例、意识障碍

19 例。大剂量组 43 例其中男 25 例，女 18 例；年龄

25~59（34.31±3.30）岁；SAS 平均评分 50～59（54.65
±1.81）分；SDS 平均评分 53~62（57.29±1.59）分；

伴有不同程度头痛 42 例、颅压增高 42 例、脑膜刺

激征 39 例、发热 36 例、意识障碍 20 例。两组患者

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按照 WHO 推荐的抗结核四联方案

进行药物治疗，同时给予口服帕罗西汀片（国药准

字 H20031106）改善患者焦虑状态，20 mg/ 次，1 次

/d，根据患者病情变化，可增加至 40 mg/ 次，1 次 /d。

小剂量组给予 INH 100mg+ 地塞米松 5mg 鞘内注射，

大剂量组给予 INH 200mg+ 地塞米松 5mg 鞘内注射，

均在未输液时进行鞘内注射，每周鞘内注射 1 次，

根据脑脊液生化指标水平调整注射次数。两组均连

续治疗 3 月，对比治疗效果。

1.3　TBM 疗效判定标准 

按照《现代医院诊疗常规》评价［3］本研究治疗

TBM 的效果，TBM 的临床症状与体征完全消失，2d

内脑脊液（cerebrospinal fluid，CSF）检查均显示正常

为临床治愈；TBM 的临床症状与体征显著改善，脑

脊液检查显示 CSF 水平改善显著为显效；TBM 的临

床症状与体征轻微改善，脑脊液检查显示 CSF 水平

有一定程度改善，但并不理想为有效；TBM 的临床

症状、体征和 CSF 水平无改善，甚至加重者为无效。

1.4　观察指标 

（1）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估患者治疗前

后抑郁情绪，共 20 项，每项按 1~4 级评分，评分越

高抑郁程度越高（2）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评估

患者治疗前后焦虑情绪，共 20 项，每项按 1-4 级评

分，评分越高焦虑程度越严重。（3）脑脊液生化指标：

采集患者脑脊液 2ml，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迈瑞

公司生产，型号：BS-220）对脑脊液生化指标进行检

测，包括脑脊液细胞数、氯化物水平、蛋白含量和

葡萄糖水平。（4）药物不良反应：记录治疗期间，两

组患者药物相关不良反应情况。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对本研究 TBM 伴焦虑症状患者

治疗前后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t 检
验，以（x±s）表示。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 检验。

P<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 TBM 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 3 月末，按照《现代医院诊疗常规》评价临

床疗效，小剂量组评价为临床治愈 18 例，显效 12
例，有效 7 例，无效 5 例；大剂量组评价为临床治愈

21 例，显效 15 例，有效 6 例，无效 1 例。大剂量组

总有效率 97.67％（42/43），高于小剂量组总有效率

88.10％（37/42）（χ2=0.9417，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SAS 及 SDS 评分比较

cance in improving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Key words】Isoniazid；Paxil；Tuberculous meningitis；Cerebrospinal fluid；Anxiety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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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两组患者的药物安全性比较 

治疗期间，小剂量组出现电解质异常、轻度肝

损伤、轻度末梢神经炎各 1 例；大剂量组出现电解质

异常 2 例，轻度试听障碍 1 例，轻度末梢神经炎和

肝损伤各 1 例。大剂量组药物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

9.30％，小剂量组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 7.14％，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6910，P>0.05）。

3　讨论

现代医学证实［5］TBM 具有感染性强、致残率和病

死率高等特点，若急性期干预不及时，极易转变为慢

性脑膜脑炎，基底节渗出液和脑积水等病理改变引起

病灶沉积颅脑底部，最终引起永久性神经系统并发症，

尤其在发病 4～8周时出现脑实质损害症状，表现为精

神萎靡不振、淡漠寡言、谵妄或妄想，甚至出现不同

程度的焦虑、抑郁、昏睡、意识模糊或部分性癫痫症

状。因此，针对结核性脑膜炎伴焦虑抑郁患者的治疗，

临床应该早期开始抗结核和抗焦虑抑郁治疗。

作为临床常用的一种抗结核治疗药物，无论

TBM 患者是否具有脑膜炎症状，异烟肼（INH）均可

快速穿透血脑屏障，渗透到脑脊液中，对结核分枝

杆菌具有高度选择性，通过乙酰化作用抑制机体内

结核杆菌 DNA 的合成，破坏细菌体内酶的活性，从

而杀灭细胞内和细胞外的结核杆菌。现代药效学研

究显示［6］高浓度 INH 能够杀死处于繁殖期的结核分

枝杆菌，如果提高血药浓度或延长与细菌接触时间，

对静止期的结核杆菌同样有效。本研究显示，大剂

量组总有效率 97.67％（42/43），高于小剂量组总有

效率 88.10％（37/42）（P<0.05）。提示 INH 200mg+

地塞米松 5mg 方案治疗疗效优于 INH 100mg+ 地塞米

松 5mg 鞘内注射，与孟艺哲等［7］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TBM 患者的精神状态与结核中毒、脑膜刺激、

颅压增高、脑神经损伤和脑实质损害等关系密切［7］。

结核中毒后，多数 TBM 患者表现为不同程度的低热、

盗汗、食欲不振、倦怠乏力或精神萎靡不振，脑膜、

脉络丛和室管膜炎症反应等因素导致脑脊液增多，

颅内压增高，甚至出现部分性或全身性癫痫持续发

作状态。部分 TBM 患者病情长和精神压力双重作用

下，出现恐惧、焦虑，甚至濒死感或抑郁，精神状

态受到严重影响。INH 被认为是第一个抗抑郁药物，

但因为其较强的肝脏毒性而退出市场［8］。本研究显

示，两组治疗方案均可降低治疗后患者 SAS 及 SDS

评分，但大剂量组降低 SAS 及 SDS 评分幅度优于对

照组（P<0.05），提示口服帕罗西汀片联合鞘内注射

INH 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精神状态。

鞘内注射 INH 能够透过血脑屏障直接提高脑脊

液中 INH 浓度环境，使结核杆菌丧失耐酸性、疏水

性和增殖力而死亡，通过置换脑脊液的方式，将炎

症细胞、细菌和大量白蛋白及渗出物排出体外，从

而缓解脑血管痉挛，降低蛛网膜下腔粘连的风险［9］。

在脑脊液的生化指标中，氯化物水平、蛋白含量和

葡萄糖水平不仅能作为 TBM 的重要诊断指标，在评

价患者预后方面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蛋白含量和葡

萄糖水平的反应略晚于脑脊液细胞的变化，可能与

结核球形成后，与局部蛋白质包裹有关，葡萄糖水

平不仅可以作为结核杆菌活动状态的评价依据，还

可以作为结核杆菌用以繁殖细菌的能量消耗指标，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SAS 及 SDS 评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SAS 及

SDS 评分较前明显降低，且大剂量组患者评分明显

低于小剂量组（P<0.05），见表 1。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脑脊液生化指标对比 

治疗前，两组患者脑脊液的细胞计数、氯化物水

平、蛋白含量及葡萄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细胞计数、氯化物水平、蛋白

含量及葡萄糖较前明显改善，且大剂量组患者生化

指标水平改善优于小剂量组（P<0.05），见表 2。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SAS及SD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SAS评分 SDS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小剂量组 42 54.67±1.85 44.92±1.67△ 57.31±1.60 43.27±1.55△

大剂量组 43 54.65±1.81 39.33±1.65△▲ 57.29±1.59 36.81±1.56△▲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小剂量组，▲P<0.05。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脑脊液生化指标对比（x±s）

组别 例数
细胞计数（106/L） 氯化物水平（mmol/L） 蛋白含量（g/L） 葡萄糖（mmol/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小剂量组 42 436.25±55.19 177.49±39.92△ 97.71±10.31 102.99±10.54△ 6.65±1.27 4.88±1.19△ 1.11±0.25 1.49±0.28△

大剂量组 43 436.33±55.26 115.07±36.22△▲ 97.78±10.29 1116.43±10.63△▲ 6.67±1.28 3.05±1.10△▲ 1.12±0.24 1.94±0.29△▲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小剂量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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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作为评价 TBM 治疗效果的重要指标［10］。本

研究显示，两组治疗方案均可改善脑脊液细胞数、

氯化物水平、蛋白含量和葡萄糖水平等脑脊液生化

指标，且大剂量组改善脑脊液生化指标幅度显著优

于小剂量组（P<0.05），与何佩娟等［11］研究结果基本

一致，异烟肼鞘内注射可改善结核性脑膜炎患者的

脑脊液炎性因子水平。由于本研究样本较少，治疗

时间较短，脑脊液生化指标改善效果需要延长研究

时间，其 6 月内的改善效果尚需继续观察。

综上所述，INH 200mg 鞘内注射联合帕罗西汀

片能够显著改善 TBM 伴焦虑抑郁患者的精神状态，

改善脑脊液细胞数、氯化物水平、蛋白含量和葡萄

糖水平，在改善预后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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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D 患者进行睡眠监测，可以有效反应患者的负性

心理及认知功能障碍程度，为患者的早期治疗提供

依据，可显著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减轻其家庭负担。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 COPD 患者存在睡眠质

量下降，其睡眠及血氧指标与负性心理和认知功能

障碍水平有关。

参考文献

1. 张红菊，白莹莹，王泓力，等 . 快速眼动睡眠期行为障碍

患者运动和认知功能障碍及脑功能连接研究［J］. 中国现代

神经疾病杂志，2017，17（9）：648-653.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断标准［J］. 

国际呼吸杂志，2011，31（1）：1-2.

3.  姜海洋，黄金莎，王涛 . 快速眼动睡眠期行为障碍与神

经变性病发病机制研究进展［J］. 中国现代神经疾病杂志，

2017，17（10）：717-722.

4.  唐旋，张梅，周宁，等 .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

征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研究现状［J］. 临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杂志，2017，31（10）：82-85.

5.  于逢春，周正宏 . 睡眠障碍与认知功能障碍研究进展［J］. 

中国卒中杂志，2016，11（11）：966-972.

6.  Sunkara S，Ioachimescu OC. Sleep disorders in COPD［J］. 

Curr Pulmonol Rep.2015，4（1）：1-7.

7.  Hughes AJ，Parmenter BA，Haselkorn JK，et al. Sleep 

and its associations with perceived and objective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individuals with multiple sclerosis［J］. J Sleep 

Res.2017，26（4）：428-435.

8.  魏启国，陈贵海，夏兰，等 . 失眠障碍患者不同亚型间记

忆和睡眠参数的差异及其相关性研究［J］. 中华神经科杂

志，2015，48（9）：763-767.

9.  Liguori C，Nuccetelli M，Izzi F，et al. Rapid eye movement 

sleep disruption and sleep fragmentation ar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orexin-A cerebrospinal-fluid levels in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due to Alzheimer\"s disease［J］. Neurobiol Aging，

2016，40（1）：120-126.

10. 王艺璇，刘丰韬，卜璐璐，等 . 快眼动睡眠调控机制及

快眼动睡眠期行为障碍的神经通路相关研究［J］. 中国临床

神经科学，2017，25（2）：216-221.

11. 曾进，闫燕，古雅兰，等 . 男性 OSAHS 患者快速眼动睡

眠的特点分析［J］. 中国耳鼻咽喉颅底外科杂志，2018，24
（05）：23-26.

12. Alexandre F，Heraud N，Sanchez AMJ，et al. Brain Dam-

age and Motor Cortex Impairment i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

monary Disease：Implication of Nonrapid Eye Movement Sleep 

Desaturation［J］. Sleep，2016，39（2）：327-335.

13. 朱彤，周晶晶，王刚 . 抑郁症患者的睡眠特征与认知功能

的相关性［J］.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19，29（2）：134-135.

（收稿日期：2019 年 8 月 5 日）

上接第 585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