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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司西酞普兰联合拉莫三嗪对脑卒中后癫痫共病抑郁患者心理和神经功能
的影响

朱好春 1 、 葛晗明 2 、 赵　航 3 、 张艳华 1

【摘要】目的　探讨艾司西酞普兰联合拉莫三嗪对脑卒中后癫痫共病抑郁患者心理及神经功能的

影响。方法　将我院 2018 年 9 月～2019 年 9 月收治的 84 例脑卒中后癫痫共病抑郁患者根据随机数

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对照组 41 例给予拉莫三嗪治疗，研究组 43 例加用草酸艾司西酞普兰

治疗，治疗 12 周。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癫痫发作频率、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美国卫生院

卒中量表（NIHSS）、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和血清神经递质水平：5- 羟色胺（5-HT）、神经生长

因子（NGF）、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结果　治疗后研究组癫痫发作频率、HAMD、NIHSS

评分低于对照组，ADL 评分、5-HT、NGF、BDNF 水平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草酸艾司西酞

普兰联合拉莫三嗪治疗脑卒中后癫痫共病抑郁患者，可降低其癫痫发作频率，促进其神经功能恢复，

提升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有效改善患者的抑郁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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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escitalopram oxalate combined with lamotrigine on mental state and neurological function in 
epilepsy comorbid depression patients after stroke　　ZHU Haochun，GE Hanming，ZHAO Hang，et al. De-
partment of Neurology，General Hospital of Hebi Coal Industry（Group）Co. ，Ltd. Hebi 45803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escitalopram oxalate combined with lamotrigine on mental state 

and nerve function in epilepsy comorbid depression patients after stroke. Methods　84 post-stroke epilepsy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8 to Sept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 research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41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lamotrig-

ine for 12 weeks，and 43 cases in the study group added escitalopram oxalate for 12 weeks. The frequency of seizures，

the scores of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American Hospital Stroke Scale（NIHSS），daily living activity 

capacity（ADL）and the level serum 5-hydroxytryptamine（5-HT），Nerve growth factor（NGF），brain-derived neu-

rotrophic factor（BDNF）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seizure frequency，HAMD and NIHSS score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ADL scores，5-HT，NGF，and BDNF level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escitalopram oxalate and lamotrigine can reduce the frequency of seizures，promote the recovery of nerve 

function，enhance the ability of daily life activities，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ymptoms of depression in post-stroke 

epilepsy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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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诱发癫痫发作的主要原因为早期缺血、

缺氧、代谢紊乱、脑水肿和神经元细胞膜稳定性改

变［1］。脑卒中后癫痫发病率在 3～30％之间，其中

脑卒中后癫痫共病抑郁发病率为 58.30％，显著高于

脑卒中后抑郁患者发病率 33.50％［2］。脑卒中后癫痫

共病抑郁是一种严重的并发症，会严重影响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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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康复，增加患者致残、致死率。目前临床上治

疗该疾病的主要方式为药物治疗，拉莫三嗪是一种

广谱性抗癫痫药物，主要用于治疗强直 - 阵痉挛性、

部分性发作和失神性发作。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是一

种高选择性 5-HT 摄取抑制药，用于治疗抑郁症［3］。

本文探究草酸艾司西酞普兰联合拉莫三嗪治疗脑卒

中后癫痫共病抑郁患者的临床疗效。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8 年 9 月～2019 年 9 月 84 例脑卒

中后癫痫共病抑郁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

字表法分组，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对照组 41 例，

男 23 例，女 18 例，年龄在 30～74 岁之间，平均

（52.01±5.34）岁，脑卒中类型：脑出血 20 例，脑梗

死 15 例，蛛网膜下腔出血 6 例；研究组 43 例，男 24
例，女 19 例，年龄在 31～73 岁之间，平均（52.02
±5.40）岁，脑卒中类型：脑出血 21 例，脑梗死 16
例，蛛网膜下腔出血 6 例。纳入标准：所有患者符合

脑卒中后癫痫诊断标准和抑郁症诊断标准［4-5］，不同

程度肢体活动障碍，偏身或单肢感觉减退，抑郁症

持续时间 >2 周，所有患者及家属知情并签订知情同

意书。排除标准：脑卒中前有抑郁症、癫痫病史，其

他脑部疾病致癫痫者，严重肝肾疾病，认知功能障

碍、意识障碍，对本研究药物过敏。两组患者一般

资料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拉莫三嗪治疗，拉莫三嗪（国药准

字：H20180093，规格：50mg/ 片）口服，初始剂量为

25 mg，1 次 /d，连服 2 周；随后服用 50 mg，1 次 /d，

连服两周。随后，每隔 2 周增加剂量，最大增加量

为 50-100 mg，直至达到最佳疗效，每日分为早晚两

次服用。

研究组增加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治疗，草酸艾司

西酞普兰（国药准字：H20150163，规格：10mg/ 片）

口服，起始剂量为 5mg，1 次 /d，一周后增加至

10mg/d。如患者症状无改善，剂量可增加至最大剂

量 20mg/d。两组患者均治疗 12 周。

1.3　观察指标

（1）癫痫发作频率：记录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平

均癫痫发作频率；（2）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其中包含 17 个项目，总分为 54 分，严重抑郁症 >35
分，肯定有抑郁症 20-35 分，可能有抑郁症 8-20 分，

正常 <8 分；（3）美国卫生院卒中量表（NIHSS）：其

中包含 11 个项目，总分为 42 分，分值越高，脑卒

中神经功能损伤程度越严重；（4）日常生活活动能

力（ADL）：其中包含 10 个项目，总分为 100 分，100
分无需依赖，无需他人照顾；61-99 分轻度依赖，少

部分需要他人照顾；41-60 分中度依赖，大部分需要

他人照顾；低于 40 分重度依赖，全部需要他人照顾；

（5）血清神经递质水平：治疗前后分别抽取患者静

脉血 3ml 置于肝素钠抗凝管内，进行离心，分离血

清，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 5- 羟色胺（5-HT）、神

经生长因子（NGF）、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

1.4　统计学方法

将本研究 84 例脑卒中后癫痫共病抑郁患者采用

SSPS21.0 统计软件分析，计数资料数据用（％）表

示，比较用 χ2 值检验，计量资料数据用（x±s）表

示，比较用 t 检验，P<0.05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癫痫发作频率对比

治疗前两组患者癫痫发作频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研究组癫痫发作频率低于对照组，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癫痫发作频率对比（x±s，次/月）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43 4.57±1.67 1.24±0.80*

对照组 41 4.59±1.64 2.08±0.87*

t 0.0553 4.6094

P 0.4780 0.0000

注：与治疗前相比，*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HAMD、NIHSS、ADL

评分对比

治疗前两组患者 HAMD、NIHSS 评分无统计学

意义（P>0.05），治疗后研究组 HAMD、NIHSS 评分

低于对照组，ADL 评分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神经递质水平对比

治疗前两组患者 5-HT、NGF、BDNF 水平无统

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研究组 5-HT、NGF、

BDNF 水平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3。

3　讨论

脑卒中后癫痫是较为常见，由于脑卒中发生后

患者的神经功能损伤，癫痫反复发作，患者容易出

现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6］。影响患者病情康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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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质量。本研究显示，治疗后对照组癫痫发作频

率对比治疗前有改善，提示经拉莫三嗪治疗，患者

癫痫发作频率降低。分析认为，拉莫三嗪是一种电

压门控式钠离子通道依从性阻滞剂，通过对电压依

赖性钠离子通道的抑制，可稳定细胞膜，阻滞神经

元异常放电；通过降低了谷氨酸神经递质活性，抑制

脑内异常放电，从而起到抗癫痫作用［7］。单独使用

拉莫三嗪治疗，可减低癫痫发作频率，但对抑郁症

状改善不理想。

目前对脑卒中后癫痫共病抑郁的发病机制尚不

明确，可能和 5-HT 神经元损伤；脑卒中后机体出

现应激反应，神经生长因子（NGF）、脑源性神经

营养因子（BDNF）的活性受抑制有关［8］。本研究发

现，治疗后研究组 HAMD、NIHSS 评分低于对照组，

5-HT、NGF、BDNF 水平高于对照组，提示研究组

经草酸艾司西酞普兰联合拉莫三嗪治疗，可显著改

善神经递质水平，降低脑神经损伤程度，降低抑郁

症状。分析认为，艾司西酞普兰是一种高选择性的

5-HT 再摄取抑制剂（SSRI），通过抑制 5-HT 再摄取，

提高突触间 5-HT 含量，发挥抗抑郁作用。5-HT 含

量的升高，可增加大脑神经细胞的兴奋性，提升大

脑皮层的可塑性。SSRIs 还可降低机体应激反应，并

提高大脑皮层神经和海马区 BDNF 的含量，加强神

经胶质细胞前体的增殖，提升了受损神经功能和结

构的恢复，BDNF、NGF 神经营养因子均参与了神经

细胞的分化和功能的维持［9］。癫痫发作和抑郁情绪

互相影响，形成恶性循环［10］。艾司西酞普兰在低剂

量时，可具有抗惊厥作用，其可提升 5-HT 和海马

区多巴胺（DA）含量，5-HT3 受体可激活海马区γ-

氨基丁酸，能抑制中间神经元，进而降低阵挛性癫

痫发作频率［11］。研究组采用草酸艾司西酞普兰联合

拉莫三嗪治疗，可明显降低癫痫发作次数，提高神

经功能、认知功能，缓解患者抑郁症状，进一步提

升治疗效果。研究组 ADL 评分高于对照组，提示通

过草酸艾司西酞普兰和拉莫三嗪两种药物治疗，降

低癫痫发作频率，改善了患者神经功能、认知功能，

进而提高了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使抑郁程度

减低［12］。

综上所述，草酸艾司西酞普兰联合拉莫三嗪通

过抑制电压依赖性钠离子通道、抑制 5-HT 再摄取和

调节神经功能对脑卒中后癫痫共病抑郁患者发挥效

果，可降低癫痫发作频率，提高神经功能恢复，提

升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有效改善抑郁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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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HAMD、NIHS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n
HAMD NIHSS AD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43 39.44±3.18 10.76±2.26＊ 28.76±3.67 8.37±2.11＊ 35.61±4.54 72.66±3.70＊

对照组 41 39.47±3.16 23.48±2.27＊ 28.73±3.62 17.58±2.19＊ 35.66±4.51 50.48±3.76＊

t 0.0434 25.7293 0.0377 19.6304 0.0506 27.2465

P 0.4828 0.0000 0.4850 0.0000 0.4799 0.0000

注：与治疗前相比，＊P<0.05。

表3　5-HT、NGF、BDNF水平对比（x±s）

组别 n 5-HT（μg/L） NGF（ng/L） BDNF（ng/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43 108.23±10.47 152.76±15.44☆ 5.37±1.13 14.72±1.60☆ 8.53±1.40 20.07±2.30☆

对照组 41 108.20±10.50 119.42±15.40☆ 5.34±1.10 10.14±1.57☆ 8.50±1.44 14.46±2.26☆

t 0.0131 9.9050 0.1232 13.2344 0.0968 11.2695

P 0.4948 0.0000 0.4511 0.0000 0.4616 0.0000

注：与治疗前相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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