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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司西酞普兰对介入术后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管内皮功能、PAI-1、焦
虑抑郁情绪的影响

杨晓红 、 王彦方 、 杨　睿 、 李　柯

【摘要】目的　探讨艾司西酞普兰对介入术后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管内皮功能、PAI-1、焦虑

抑郁情绪的影响。方法　将 2018 年 4 月～2019 年 4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81 例介入术后的急性心肌梗

死的患者作为本次观察对象，掷币法分为对照组（40 例接受介入术后传统治疗）和观察组（41 例接

受介入术后传统治疗 + 艾司西酞普兰治疗），持续治疗 8 周后检测两组患者血管内皮功能、纤溶酶原

激活物抑制因子 -1（PAI-1），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价患

者焦虑、抑郁情绪。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 NO 明显升高高于对照组，ET-1、PAI-1 明显降低低于

对照组（P< 0.05）；观察组 HAMA 评分及 HAMD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艾司西酞普兰

能显著缓解介入术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伴发的焦虑、抑郁情绪，改善血管内皮功能，减轻冠脉血管

内皮损伤，抑制患者心理、生理应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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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escitalopram on vascular endothelial function，PAI-1，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acute myo-
cardial infarction patients after intervention　　YANG Xiaohong，WANG Yanfang，YANG Rui，et al. Anyang 
District Hospital，Anyang 45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escitalopram on vascular endothelial function，PAI-1，anxi-

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fter intervention. Methods　A total of 81 acute myocar-

dial infarction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fter interventional intervention in our hospital between April 2018 

and April 2019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 two groups，the observation group（n=40）were treated with traditional 

treatment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n=41）received conventional treatment + escitalopram treatment，and vascular 

endothelial function，plasminogen activator inhibitor-1（PAI- 1），the 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and Hamil-

ton Depression Scale（HAMD）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NO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ET-1 and PAI-1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cores of HAMA and HAM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Escitalopram can significantly alleviate the adverse mood of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patients after interventional intervention，improve vascular endothelial function，reduce coronary 

vascular endothelial damage，and inhibit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stress responses in patients.

【Keywords】Escitalopram；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Vascular endothelial function；Anxiety；Depression

急性心肌梗死是因动脉粥样硬化、血栓等多种

原因致使冠脉闭塞、心肌供血中断，导致部分心肌

因缺血、缺氧而发生局部急性坏死，该病严重威胁

着患者生命［1］。经皮冠脉介入治疗是现今治疗该病

最为有效的方案之一，介入治疗快速疏通狭窄、闭

塞的冠状动脉，迅速恢复心肌血流灌注，缓解心肌

缺血缺氧症状，具有较好的效果，然而多数患者对介

入治疗缺乏了解，加之手术创伤、手术风险等多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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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刺激，从而产生心理应激反应，出现焦虑、抑郁

等不良情绪［2］，不利于患者术后康复。基于此，本研

究观察艾司西酞普兰对介入术后焦虑、抑郁患者的疗

效，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 2018 年 4 月～2019 年 4 月期间我院接诊的

81 例急性心肌梗死介入术后合并焦虑抑郁的患者作

为本次观察对象，掷币法分为两组。纳入标准：符合

急性心肌梗死的诊断标准［3］，符合介入术手术指征，

两组均接受手术介入治疗，术后所有患者经汉密尔

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评估，HAMA 评分均高于 14 分，HAMD 评分均高于

20 分，，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知情同意。

排除标准：排除介入术前明确诊断的焦虑症、抑郁症

等精神系统障碍者，排除对介入术存在手术禁忌者，

排除严重肝心肾功能不全者，排除介入术后生命体

征不稳定，严重认知障碍、意识障碍者，排除对研

究所用药物存在相关禁忌者等。对照组 40 例患者中

男性 23 例，女性 17 例，年龄 55～70 岁，平均（62.70
±3.58）岁；其中焦虑 25 例，抑郁 20 例。观察组 41
例患者中男性 20 例，女性 21 例；年龄 60～67 岁，

平均（62.88±3.43）岁；其中焦虑 22 例，抑郁 25 例。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焦虑及抑郁情况等资料比较

无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于介入术后予以抗血小板聚集、改

善循环等基础治疗，包括奥扎格雷钠注射液（国

药准字 H20113011，规格：4ml：80mg）静脉滴注，

80mg/ 次、1 次 /d，低分子肝素钠注射液（国药准字

H20090246，规格：0.4ml：4250IU）皮下注射，1 支

/ 次，2 次 /d。

对照组在基础治疗上加用常规心理干预，方法

如下：（1）由专人对对患者进行宣教，使患者了解

熟悉住院环境，减少其陌生感、恐惧感。（2）术前及

时与患者沟通，讲解病情、介入术治疗概况及现状，

同时告知患者本次治疗会有一定创伤，让患者做好

一定身体、心理准备，于此同时及时解答患者心中

疑虑如治疗费用、治疗结果等，解除患者内心困扰，

使患者对治疗、费用等方面有一个大概了解。（3）术

后与患者沟通，告知本次手术治疗情况，使患者对

介入治疗有个了解，并能积极配合术后康复治疗。

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草酸艾司西

酞普兰片治疗（湖南洞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

准字 H20143391，规格：10mg/ 片）口服，起始剂量

10mg，每天一次，服用 4 周后改为每次 5mg，每天

一次，持续服用 4 周，共治疗 8 周。

1.3　观察指标

（1）两组治疗前后采集空腹静脉血置于 3ml 肝

素钠抗凝管内，以 3500r/min，离心 10min，分离血

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其中的双抗体夹心法检测，

设定阴阳性对照，将标准品和血清加入酶标记的抗

体固相载体中，添加辣根过氧化物酶联物，温浴 1h

后，加入洗涤液清洗，待孔内干燥后，加入酶反应

终止液，使用酶标分析仪分析抗原含量，检测患者

血清中内皮素 -1（ET-1）、一氧化氮（NO）、纤溶酶

原激活物抑制因子 -1（PAI-1）。（2）采用汉密尔顿

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

价患者焦虑、抑郁情绪，HAMA 评分包括 14 条题目，

采用 0～4 分 5 级评分法评定，得分越高提示焦虑症

状越严重。HAMD 评分包括 24 条题目，0～2 分 3 级

评分法和 0～4 分 5 级评分法，得分越高提示抑郁症

状越严重。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 软件对文中所得数据进行分析处

理，计量资料用（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

料用（n，％）表示，χ2 检验。P<0.05 时差异有意义。

2　结果

2.1　血管内皮功能指标及 PAI-1

两组患者治疗前组间 NO、ET-1 及 PAI-1 水平

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观察组 NO 明

显升高高于对照组，ET-1、PAI-1 低于对照组，差

异明显（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管内皮功能指标及PAI-1水平比

较（x±s）

组别 时间 NO（umol/L） ET-1（ng/mL） PAI-1（pg/mL）

对照组（n=40）治疗前 62.70±4.05 138.68±16.97 85.46±8.18

治疗后 73.69±5.75△ 115.15±15.70△ 79.92±5.79△

观察组（n=41）治疗前 63.03±3.68 139.04±16.50 85.67±8.03

治疗后 85.77±9.56△▲ 64.13±7.61△▲ 74.05±3.50△▲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t =6.8702，18.6819，5.5374，▲P<0.05。

2.2　HAMA 评分及 HAMD 评分

治疗前，组间 HAMA 评分及 HAMD 评分比较无

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 HAMA 评分及 HAMD 评

分比较，观察组较对照组更低，差异明显（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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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HAMA评分及HAMD评分比较 

（x±s，分）

组别 时间 HAMA评分 HAMD评分

对照组（n=40） 治疗前 23.12±4.42 28.11±5.02

治疗后 16.82±3.01☆ 20.89±3.68☆

观察组（n=41） 治疗前 22.98±4.60 28.04±5.05

治疗后 12.15±1.83☆★ 16.47±2.74☆★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t =8.4608，6.1416，★P<0.05。

3　讨论

急性心肌梗死是因冠脉血流急剧减少或中断，

致使相应的心肌发生严重而持久的急性缺血，长期

的缺血导致心肌坏死［4］。ET-1 是一种调节血管收

缩的重要因子，其在维持血管张力、血管系统稳态

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是现今为止作用最强的血管

收缩物质，其广泛存在于血管内皮及各种组织的细

胞中［5］。在动脉粥样硬化发生之始，因脂代谢紊乱

等因素致使低密度脂蛋白大量进入冠状动脉壁，引

发炎症内皮功能降低，导致内皮功能不全，持续的

低密度脂蛋白进入动脉壁，损伤冠脉血管内皮功

能，当内皮功能遭受炎症、缺血、缺氧等刺激时促

使 ET-1 分泌合成增加，高浓度 ET-1 能通过强烈收

缩血管作用致使冠状动脉痉挛，心功能受损，引发

心肌梗死［6］。而 NO 是一种血管舒张因子，其能够

抑制 ET-1 的合成释放，利用舒张血管作用缓解冠脉

过度收缩，减轻血管痉挛。PAI-1 是血浆中主要的

纤溶酶院激活物抑制物，主要由血管内皮细胞合成，

其在纤溶系统中发挥重要调节作用，同时也是体内

反应最快的急性反应蛋白，其活性增高时可诱发血

栓形成，引发血栓性疾病，增加心血管意外发生概

率［7］。

患者对介入疗法不了解、对治疗效果怀疑，加

之手术创伤，致使患者产生心理及生理应激反应，

导致患者发生焦虑抑郁情绪［8］。而伴有焦虑抑郁情

绪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其再发心血管事件概率高于

普通急性心肌梗死患者［9］。因此及时关注及治疗患

者不良情绪，可改善患者预后，减少心血管事件发

生。但单纯心理干预其效果有限，术后仍需配合药

物治疗。

本研究发现：观察组 HAMA 评分及 HAMD 评分

均低于对照组，提示艾司西酞普兰能显著缓解急性

心肌梗死患者焦虑、抑郁情绪。艾司西酞普兰为外

消旋西酞普兰的左旋对映体，属于 5 羟色胺再摄取

抑制剂，对 5 羟色胺具有很强选择性，通过持久有

效的抑制 5 羟色胺的再摄取，增进中枢神经系统 5
羟色胺能的作用，达到抗焦虑、抗抑郁的作用［10-11］。

本研究还发现：观察组 NO 明显升高高于对照组，

ET-1、PAI-1 明显降低低于对照组，说明艾司西酞

普兰还能改善血管内皮功能，降低 PAI-1 水平，减

轻冠脉血管内皮损伤，减少心血管事件发生，分析

其原因可能与艾司西酞普兰促进神经元细胞恢复，

保持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素应激反应的稳定，抑

制生理、心理应激的发生有关［12］。本研究观察时间

短，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探讨艾司西酞普兰的长期

效果。

综上所述，艾司西酞普兰能显著缓解急性心肌

梗死介入术后伴发焦虑、抑郁患者不良情绪，改善

血管内皮功能，减轻冠脉血管内皮损伤，抑制患者

心理、生理应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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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文拉法辛和度洛西汀都是 NE、5-HT 再摄取

抑制剂，药理作用相似［10］。但度洛西汀作用于机体

后能够更为显著的调节机体内脑神经营养因子水平，

促进患者神经递质恢复正常水平，进而促进机体神

经网络稳定性，从而有效的缓解患者负性情绪［11］。

本研究与李季等［12］的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度洛西汀可能可以通过调节神经因

子、皮质醇水平，抑制炎性反应，改善神经递质水

平等机制，对糖尿病合并焦虑抑郁的患者具有很好

的效果，而且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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