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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抑郁药物对脑卒中后抑郁患者的疗效及其依从性的影响

田智斌 1 、 赵掌权 1 、 王战英 1 、 边　莹 2

【摘要】 目的　观察抗抑郁药物对脑卒中后抑郁患者的疗效及对治疗依从性的影响。方法　选

取 2017 年 8 月 ~2019 年 8 月我院收治的 60 例脑卒中后抑郁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 30 例行常

规治疗作为对照组，30 例行抗抑郁药物治疗作为观察组，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效果。结果　两组间

HAMD、NIHSS 评分比较，治疗前无差异，治疗后观察组两项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两组

患者治疗后均的血清因子水平均有改善，但从改善程度来看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 0.05）；患者治疗

依从性比较观察组 VS 对照组为 93.3％VS7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抗抑郁药物

能够改善脑卒中后抑郁患者的抑郁情绪和神经功能缺损，还能够提升患者治疗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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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antidepressant on the treatment effect and compliance of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
pression　　TIAN Zhibin，ZHAO Zhangquan，WANG Zhanying，et al. The Xianyang Hospital of Yanan University，
Xianyang 712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and compliance of antidepressants in the treatment of post-stroke 

depression.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17 to August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of study，30 of them 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therapy as the control group，30 of 

them were treated with antidepressants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and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HAMD and NIHSS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Af-

ter treatment，the improve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5）. The level of 

serum factors in both of two groups improved after treatment，but the improve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P<0.05）. Patients' treatment complianc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 of post-strok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has a signifi-

cant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depression and neurological deficit，which can improve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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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患者因为中枢神经受损引起神经递质功

能异常或生活能力下降而导致的心理出现变化，常

常表现为不同程度心境低落［1］。脑卒中后抑郁症发

病率高达 35％~75％，一方面会影响患者各项功能

的康复，另一方面会延长患者治疗时间，增加家庭

经济负担［2］，降低患者生活质量。目前，临床治疗

脑卒中后抑郁症多强调的是患者功能障碍的恢复、

提升患者生活质量。本研究探讨抗抑郁药物的疗效，

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17 年 8 月 ~2019 年 8 月我院收治的 60 例

脑卒中后抑郁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治疗方式

的不同实施分组，每组 30 例。对照组中，男 17 例，

女 13 例；年龄 34~73 岁，平均（56.84±6.26）岁，病

程为 3 个月 ~3 年，平均病程为（1.33±0.24）年，其

中 19 例为缺血性脑卒中，11 例为出血性脑卒中；观

察组中，男 18 例，女 12 例；年龄 32~74 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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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91±6.15）岁，病程为 4 个月 ~3 年，平均病程

为（1.37±0.32）年，其中 18 例为缺血性脑卒中，12
例为出血性脑卒中。统计学软件对两组患者年龄、

病程等基线资料进行处理结果显示 P>0.05，表示两

组间差异较小可进行对比分析。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所有患者经诊断及颅脑 CT 检查确

诊为脑卒中，同时符合 WHO 关于抑郁症诊断标准［3］；

②患者临床资料及病史、检查记录等资料完善，检

查前均告知患者，患者已了解且同意加入研究，符

合医学伦理学要求。排除标准：①经诊断合并心肝肾

疾病或严重器质性病变患者；②神志不清或精神障碍

患者；③合并严重痴呆及意识障碍患者；④对研究药

物过敏或过敏体质患者；⑤妊娠期、哺乳期妇女。

1.3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脑卒中对症治疗，给予营养

神经药物治疗，指导患者进行肢体功能及神经功能

康复训练等。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抗抑郁药

物治疗，氟西汀（国药准字 H20094152）药物口服，

20mg/ 次，1 次 /d。针对合并焦虑症状患者加用劳拉

西泮（国药准字 H20031065）治疗。1-3mg/ 次，2 次

/d。两组患者均给予为期 2 个月治疗。

1.4　观察指标 

护理前后均参照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

评估患者 NIHSS 评分，评分范围为 0-42 分，分值越

高，患者神经受损越严重［4］。HAMD 评分用于对患

者抑郁状态的评估，HAMD 评分 >35 分为严重抑郁，

>20 分为轻、中度抑郁，<8 分为无抑郁［5］。检测患

者治疗前后血清因子水平，予以对比。随访并记录

患者治疗依从性情况。

1.5　统计学方法 

研究计数资料、计量资料分别采用 x±s、％表示，

前者采用 t 进行检验，后者采用 χ2 检验，所有数据

均在统计学软件 SPSS20.0 软件上计算，将 0.05 作为

衡量标准，当 P<0.05，表示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 HAMD、NIHSS 评分对比 

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 HAMD、NIHSS 评分差异

较小（P>0.05）；治疗后均有改善，但观察组患者改

善幅度更大，优于对照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 1。

2.2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血清因子水平对比 

两组患者 Hcy、NSE、S100B 等指标在治疗前差

异不显著，治疗后观察组均下降，且较对照组低，

P<0.05，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2。
表1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HAMD、NIHSS评分对比（x±s）

组别 例数 时间 HAMD评分 NIHSS评分

观察组 30 治疗前 22.36±2.54 28.12±6.64

治疗后 9.34±4.13#* 11.12±0.32#*

对照组 30 治疗前 22.34±2.56 28.09±6.64

治疗后 12.14±4.15# 19.25±2.34#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2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血清因子水平对比（x±s）

组别 时间 Hcy（umol/L）NSE（ug/L）S100B（ng/L）NPY（pmol/L）

观察组（n=30）治疗前 18.12±1.74 19.46±1.12 1.81±0.15 32.79±2.36

治疗后10.02±1.56*^12.26±0.24* 0.72±0.02*^ 15.01±1.26*^

对照组（n=30）治疗前 18.19±1.84 19.45±1.21 1.85±0.62 32.74±2.32

治疗后 14.97±1.63*17.38±1.26* 1.27±0.37* 21.36±0.47*

注：与治疗前对比，*P<0.05，与对照组对比，̂P<0.05

2.3　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对比 

调查患者治疗依从性，结果显示观察组 VS 对照

组为 93.3％VS7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对比（％）

组别 例数 十分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治疗依从性（％）

观察组 30 22（73.3） 6（20.0） 2（6.7） 28（93.3）

对照组 30 16（53.3） 5（16.7） 9（30.0） 21（70.0）

χ2 / / / /  11.180

P / /  / / <0.05

3　讨论

据国家卫生委最新数据显示，在我国每 12 秒就

有 1 位脑卒中新发患者，每 21 秒就有一人死于脑卒

中［6］。脑卒中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

发率高，因此临床对本病的预防及恢复期的康复治

疗都较为重视。脑卒中不仅会导致运动、语言、记

忆、感觉功能的损害，还会引起情志疾病的发生，

如卒中后抑郁。卒中后抑郁多于卒中后 1～2 月发

生［7］。抑郁不仅会影响后期康复效果，严重者可能

会使患者产生轻生念头，若不及时防范，甚至可能

发生患者自杀的恶性事件。因此对于本病的预防及

治疗显得尤为重要。临床针对脑卒中后抑郁的治疗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种为患者补充神经递质，

第二种则是加强对患者社会功能、生理以及心理等

的干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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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常用的抗抑郁药物，氟西汀能够通过

血脑屏障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对 5- 羟色胺突触前膜

再摄取功能起到抑制作用，促进突触间隙 5- 羟色胺

浓度升高，使得大脑 5- 羟色胺供给能力提升，进而

对神经递质缺乏起到改善作用，缓解患者抑郁［9］。

针对合并焦虑症状患者给予劳拉西泮治疗，有利于

帮助改善患者神经功能障碍。本次研究发现：观察

组患者治疗后 HAMD 评分、NIHSS 评分均显著改善，

体现了抗抑郁药物对患者抑郁情绪及神经缺损的改

善作用。以往学者在研究中发现 Hcy、NSE、S100B

等血清指标与神经功能密切相关，上述指标可以用

于对脑卒中患者预后及治疗效果的评估［10］。本次研

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经过治疗神经功能相关指标

均得到明显改善，证实了抗抑郁药物治疗脑卒中后

抑郁的有效性。另外，抗抑郁药物治疗后患者心理、

生理症状均能够得到改善，进而提高患者的自我认

知，提升治疗依从性。本次研究观察组患者治疗依

从性达到 93.3％，高于对照组的 70.0％，前者更为

显著，证实了抗抑郁治疗更能够被患者所接受。本

研究样本量小，观察时间比较短，也只探讨了一种

抗抑郁药物的效果，所以需要进一步研究来探讨更

多药物和更长时间的效果。

综上所述，针对脑卒中后抑郁症患者给予抗抑

郁药物治疗，是改善患者抑郁症状、提升患者神经

功能的有效方案，有利于患者血清指标改善，而且

患者依从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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