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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地苯醌联合抗抑郁药对急性脑梗死后抑郁患者的情绪及脑功能的影响

张爱莲 、 陈　夏 、 黄　晨 、 周　准 、 王建林

【摘要】目的　探讨应用艾地苯醌结合抗抑郁药物对急性脑梗死（ACI）后抑郁患者的情绪及其

脑功能的影响。方法　纳入本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9 年 6 月收治 62 例 ACI 并抑郁患者，随机将患者

分为常规组（n=31）与研究组（n=31）。常规组患者均予以常规 ACI 治疗和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研究

组患者均予以常规 ACI 治疗和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 + 艾地苯醌进行治疗。对比两组患者疗效、美国

国立卫生院脑卒中评分量表（NIHSS）、卒中评分量表（CSS）评分、Zung 抑郁自评表（SDS）、汉密

尔顿抑郁量表（HAMD）以及药物不良反应情况。结果　治疗 2 个月后研究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相

比常规组明显更高（P< 0.05）；治疗 2 个月两组患者 NIHSS 评分与 CSS 评分相比治疗前均有明显降

低（P< 0.05）；治疗 2 个月研究组患者 NIHSS 评分与 CSS 评分相比常规组明显更低（P< 0.05）；治疗 2

个月两组患者 HAMD 评分与 SDS 评分相比治疗前均有明显降低（P< 0.05）；治疗 2 个月研究组患者

HAMD 评分与 SDS 评分对比常规组明显更低（P< 0.05）；两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未见显

著差异（P> 0.05）。结论　ACI 并抑郁症患者予以艾地苯醌与抗抑郁药物联用治疗可有效改善患者神

经功能，改善患者的抑郁状态，而且安全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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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idebenone combined with antidepressants on depression and brain function recovery in pa-
tients with depression after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ZHANG AiLian，CHEN Xia，HUANG Chen，et al. The 
Shangrao People's Hospital，Jiangxi 334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idebenone combined with antidepressant medication on pa-

tients with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ACI）after depression and their influence on brain function recovery. Methods　

Sixty-two patients with ACI and depression were enrolled from January 2015 to June 2019. Patients were randomized into 

a regular group（n=31）and a study group（n=31）. Patients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ACI and escitalopram oxalate tablets.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ACI and combined with 

escitalopram oxalate + idebenone. Compare the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the Stroke Scale（CSS）score，the Zung Depression Self-Assessment Scale（SDS），the Hamilton Depres-

sion Score（HAMD），and adverse drug reactions. Results After 2 months of treatment，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ventional group（P<0.05）. The scores of NIHSS，HAMD and 

SDS of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P<0.05）. The scores of NIHSS，HAMD and 

SDS of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ventional group（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P>0.05）.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idebenone and antidepressant in patients with ACI and depress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neurologi-

cal function of patients and improve the depression status of patients. The treatment is safe and rel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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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前社会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不断加快，脑

梗死患病率也在不断升高［1］。急性脑梗死（ACI）患

者发病后脑部血液供应发生障碍，可导致患者发生

缺血、缺氧症状，并导致部分患者发生情绪障碍等

并发症［2］，将严重影响患者的神经功能及认知功能

康复速度［3-4］。早期予以 ACI 并抑郁症患者合理的治

疗干预具有重要意义［5-6］。艾地苯醌是当前治疗 ACI

的一类常用治疗药物，该药疗效确切。相关研究提

示，艾地苯醌在治疗 ACI 后抑郁患者同样具有较好

的疗效［7］。本研究探讨应用艾地苯醌联合抗抑郁药

对 ACI 后抑郁患者情绪及其脑功能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线资料

纳入本院 2015 年 1 月～2019 年 6 月收治 62 例

ACI 并抑郁症患者，随机将患者分为常规组（n=31）

与研究组（n=31）。研究组纳入男性 17 例、女性 14
例，患者年龄范围 42～74 岁，平均年龄（63.3±5.2）
岁，患者梗死部位包括基底节区 13 例、脑叶 8 例、

放射冠 7 例以及其他部位 3 例；常规组纳入男性 18
例、女性 13 例，患者年龄范围 44～76 岁，平均年

龄（63.8±5.4）岁，患者梗死部位包括基底节区 14
例、脑叶 7 例、放射冠 6 例以及其他部位 4 例。纳入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对比未见显著差异，患者入组前

签署知情权同意书，研究相关内容经院伦理委员会

审批通过。

1.2　纳排标准

（1）纳入标准：该次研究纳入患者均符合临床

对 ACI 的诊断标准；患者抑郁症依据国际精分类第

10 版（ICD-10）诊断标准进诊断，治疗前患者通过

HAMD-17 评分表评分均 >17 分；患者参与本次研究

前均未服用任何抗抑郁或抗精神疾病药物。（2）排除

标准：研究排除合并存在较严重的肝、肾功能损伤或

障碍患者；排除对研究过程涉及药物存在过敏反应患

者；排除合并其他类型精神疾病患者；排除合并严重

认知功能障碍患者。

1.3　方法

两组患者入院后均予以抗血小板聚集及改善脑

部血循环等 ACI 常规支持性治疗，予以患者降压药

物、降血脂药物、降血糖药物及抗生素预防感染等。

常规组患者均予以常规 ACI 治疗同时结合草酸艾司

西酞普兰片进行治疗，选择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国

药准字：H20080788）口服，初始剂量 5mg/d，用药

第 7d 增加至 10mg/d。研究组患者均予以常规 ACI 治

疗同时结合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 + 艾地苯醌进行治

疗，选择艾地苯醌（国药准字：H10970137）口服，

以 30mg/ 次、3 次 /d；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国药准

字：H20080599）口服，初始剂量 5mg/d，用药第 7d

增加至 10mg/d。两组患者均持续用药 2 个月。

1.4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疗效、美国国立卫生院脑卒中

评分量表（NIHSS）、卒中评分量表（CSS）评分、

Zung 抑郁自评评分表（SDS）、汉密尔顿抑郁评分

表（HAMD）以及药物不良反应情况。疗效通过分

析患者 HAMD 评分的减分率进行评价，其中，治

愈：治疗后 HAMD 评分减分 >75％；治疗显效：治疗

后 HAMD 评分减分 51％～75％；治疗有效：治疗后

HAMD 评分减分 26％～50％之间；治疗无效：治疗

后 HAMD 评分减分≤ 25％。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2
个月应用 NIHSS 评分与卒中 CSS 评分评价患者的神

经功能；通过 HAMD-17 量表及 SDS 评分评价患者抑

郁症情况。各量表均以评分分值越高，表示患者神

经功能缺、抑郁症相对越严重。

1.5　数据分析

通过 SPSS20.0 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各评分表

均以均值 ± 标准差描述，组间比较行 t 值检验；疗效

及不良反应率对比行 χ2 值检验。研究以 P 值 <0.05
表示对比存在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情况

治疗 2 个月后研究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相比常

规组明显更高（P<0.05），见下表 1。
表1　对比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情况

分组 例数 治愈 治疗显效 治疗有效 治疗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31 21 8 2 1 96.77％

常规组 31 15 5 5 6 80.65％

χ2 - - - - - 4.026

P - - - - - <0.05

2.2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神经功能评分情况对比

治疗前两组患者 NIHSS 评分与 CSS 评分对比未

见显著差异（P>0.05）；治疗 2 个月两组患者 NIHSS

评分与 CSS 评分相比治疗前均有明显降低（P<0.05）；

治疗 2 个月研究组患者 NIHSS 评分与 CSS 评分相比

常规组明显更低（P<0.05），见下表 2。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抑郁评分情况对比

治疗前两组患者 HAMD-17 评分与 SDS 评分对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0 年第 47 卷第 5 期- 984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比未见显著差异（P>0.05）；治疗 2 个月两组患者

HAMD-17 评分与 SDS 评分相比治疗前均有明显降低

（P<0.05）；治疗 2 个月研究组患者 HAMD-17 评分

与 SDS 评分对比常规组明显更低（P<0.05），见表 3。
表2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神经功能评分情况对比

分组 例数
NIHSS评分 CSS评分

治疗前 治疗2个月 治疗前 治疗2个月

研究组 31 14.91±2.32 5.62±0.45* 19.55±2.58 4.35±0.37*

常规组 31 14.98±2.37 7.32±0.63* 19.60±2.67 7.62±0.86*

t - 0.118 12.226 0.075 19.447

P - >0.05 <0.05 >0.05 <0.05

*相比治疗前，P<0.05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抑郁评分情况对比

分组 例数 HAMD-17 SDS评分

治疗前 治疗2个月 治疗前 治疗2个月

研究组 31 25.12±3.06 8.33±1.62* 65.84±4.52 40.32±2.68*

常规组 31 24.98±3.25 12.68±1.25* 65.79±4.68 45.36±2.85*

t - 0.175 11.837 0.043 7.173

P - >0.05 <0.05 >0.05 <0.05

*相比治疗前，P<0.05

2.4　两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对比

两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未见显著

差异（P>0.05），见下表 4。
表4　两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对比

分组 例数 食欲减退 恶心呕吐 不良反应率

研究组 31 2 1 9.68％

常规组 31 2 2 12.90％

χ2 - - - 0.161

P - - - >0.05

3　讨论

急性脑梗死（ACI）患者在发病后常见合并抑郁

症等情绪障碍［8］。临床针对 ACI 并抑郁症患者通常

应用认知康复训练、心理疏导或药物治疗［9-10］。草

酸艾司西酞普兰是选择性 5- 羟色胺的再回收抑制剂

（SSRI），是当前临床常用的疗效和安全均较好的抗

抑郁药物。艾地苯醌为醌类化合物，可阻止活性氧

自由基生成并减少相关的氧化应激。艾地苯醌可抑

制 ACI 死患者机体内的兴奋性氨基酸释放，特别是

抑制谷氨酸的释放，还可纠正神经兴奋性并抑制性

氨基酸的比例失调，从而减少胆碱能神经系统受兴

奋性氨基酸的损伤作用；该药可改善脑缺血区内微循

环并控制血流量，并起到线粒体结构与功能等作用，

从而改善脑细胞能量代谢并减少大脑认知功能区内

脑细胞损伤，加速神经系统的修复、改善患者脑缺

血区的认知功能障碍；此外，艾地苯醌还可降低细胞

内的钙元素浓度水平，降低花生四烯酸的含量，从

而抑制自由基并强化抗氧化活性，起到解除大脑血

管痉挛及神经细胞的凋亡抑制作用。相关研究则认

为，艾地苯醌在 ACI 后合并抑郁症患者的临床治疗

中同样可发挥抗抑郁等作用［11-13］。

本研究发现：治疗后研究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

相比常规组明显更高，两组患者治疗后 NIHSS 评分

与 CSS 评分相比治疗前均有明显降低，且治疗后研

究组患者 NIHSS 评分与 CSS 评分相比常规组明显更

低；治疗后两组患者 HAMD-17 评分与 SDS 评分相比

治疗前均有明显降低；治疗后研究组患者 HAMD-17
评分与 SDS 评分对比常规组明显更低；两组患者治疗

后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未见显著差异。这个结果说

明艾地苯醌与艾斯西酞普兰联用治疗的不仅改善情

绪症状的疗效更好，对脑功能的恢复也更有利。本

研究结果与张翼等的［14］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样本

量较小，观察时间也比较短，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

探讨艾地苯醌与艾斯西酞普兰联用治疗的长期疗效。

综上所述，对 ACI 并抑郁症患者予以艾地苯醌

与抗抑郁药物联用治疗可有效改善患者神经功能，

改善患者的抑郁状态，而且这种治疗方法安全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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