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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西汀联合奥扎格雷钠对急性缺血性卒中后抑郁患者神经功能及心理状态
的影响

朱路平 1 、 李　昕 2 、 李占武 � 、 李　刚 4

【摘要】目的　分析氟西汀联合奥扎格雷钠对急性缺血性卒中后抑郁患者神经功能及心理状态的

影响。方法　选取 2018 年 2 月～2020 年 2 月期间本院收治的 11� 例急性缺血性卒中后抑郁患者作为

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 �� 例患者给予奥扎雷纳静

脉滴注治疗，观察组 �� 例患者增加氟西汀联合治疗，均持续治疗 12 周。对比治疗前后美国国立卫

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Barthel 指数评定量表评分，和超敏

C 反应蛋白水平变化，及药物安全性。结果　治疗 4、8、12 周后，观察组患者的 NIHSS 评分、hs-

CRP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 0.0�）；治疗 12 周后，观察组患者的 Barthel 指数评分高于对照组，SDS

评分低于对照组（P< 0.0�）；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结论　氟西汀联合奥

扎格雷钠能够有效缓解急性缺血性卒中后抑郁患者的负面情绪，降低炎性因子水平，促进患者神经

功能恢复，提升其生活质量，且安全性高，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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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fluoxetine combined with ozagrel sodium on neurological function and mental state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fter acute ischemic stroke　　ZHU Luping，LI Xin，LI Zhanwu，et al. Outpatient Department of 
Henan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Zhengzhou 450003，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fluoxetine combined with ozagrel sodium on neurological function 

and mental state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fter acute ischemic stroke. Methods　A total of 113 patients with depres-

sion after acute ischemic strok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the control 

group（56 cases）was given ozagrel sodium，the observation group（57 cases） was treated with fluoxetine.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score，depression self-rating scale（SDS）score，Barthel index rating scale 

score，hyper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level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and drug safet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4，8 and 12 weeks of treatment，the NIHSS score and HS-CRP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ll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12 weeks of treatment，the Barthel index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SDS score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dverse reactions（P>0.05）. Conclusion　Fluoxetine 

combined with ozargrel sodium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fter acute 

ischemic stroke，reduce the level of inflammatory factors，promote the recovery of neurological function，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and has a high safety，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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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缺血性卒中是一种因脑动脉闭塞引起脑组

织梗死的脑血管疾病，本病并发症较多，脑卒中后

抑郁是其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极不利于患者神经功

能的恢复，严重时甚至导致患者自杀［1］。常规治疗

主要通过控制原发疾病病情以改善患者情绪，奥扎

格雷钠能够通过扩张血管，抑制血小板聚集等改善

机体神经功能障碍，是治疗缺血性卒中的常用药物，

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者抑郁状态，但由于针

对性差，治疗效果并不理想。氟西汀是治疗抑郁症

的一线药物，其对于消除患者不良心理状态有着显

著效用［2］，但临床上对于氟西汀对神经功能的影响

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次研究主要观察奥扎格雷钠

联合氟西汀治疗急性缺血性卒中后抑郁患者的临床

疗效，现进行如下分享。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2 月～2020 年 2 月期间在本院治疗

的急性缺血性卒中后抑郁患者 113 例进行研究。纳

入标准：符合急性脑卒中及抑郁症的诊断标准［3-4］；

均为急性期，且为首次发病；意识清楚；自愿参与。

排除标准：对研究内药物存在过敏现象者；既往服用

同类药物者；存在精神病史者；诊断为脑出血患者；

短暂性缺血发作者；临床资料不完整者。本研究经我

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并征得患者知情同意。采用

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其

中对照组患者 56 例，男女性别比例为 34：22 例；年

龄为 63～73 岁，平均为（67.95±2.23）岁；卒中部位：

基底节 19 例，枕叶 9 例，脑干 8 例，颞叶 8 例，额

叶 12 例；接受教育年限 5～15 年，平均为（10.03±

1.12）年。观察组患者有 57 例，男女性别比例为 36：

21；年龄为 65～76 岁，平均为（68.02±2.18）岁；卒

中部位：基底节 21 例，枕叶 11 例，脑干 7 例，颞叶

7 例，额叶 11 例；接受教育年限 5～16 年，平均为

（10.05±1.13）年。两组患者接受教育年限、卒中部

位、性别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抗感染、纠正水电解质紊乱、降

低颅内压、改善脑代谢循环、抑制血小板聚集等常规

治疗，在此基础上，对照组患者给予奥扎格雷钠（规

格 40mg，国药准字 H20033991）静脉滴注，40mg/ 次，

2 次 /d，连续治疗 12 周；观察组在对照组患者基础上

增加氟西汀（规格 10mg，国药准字 H19980139）口服，

20mg/ 次，1 次 /d，连续治疗 12 周。

1.�　观察指标

（ 1 ） 采 用 美 国 国 立 卫 生 研 究 院 卒 中 量 表

（NIHSS）评估患者治疗前后神经功能，该量表内包

含意识、上下肢运动、语言、感觉等 11 项内容，评

分范围 0-42 分，分数越低提示患者神经功能恢复越

好；（2）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估患者治疗前

后抑郁状态，SDS 评分包含 20 项内容，四大维度，

得分越高提示患者抑郁状态越严重；（3）患者治疗

前后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水平变化：收集患

者治疗前后晨起静脉血 5mL，使用台式高速离心机

离心 5 分钟（3500 转 / 分），提取血清约 2ml，检测

机体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水平变化；（4）采

用 Barthel 指数评定量表评估患者治疗前后日常生活

能力，其内包含 10 项内容，每项评分范围 0-10 分，

分数越高提示患者日常生活能力越佳；（5）药物安

全性评估：记录两组患者治疗期间药物不良反应发生

率。

1.4　统计方法

本次研究内所得数据均采用 SPSS 21.0 统计学

软件进行统一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 χ2 检验，

以 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不同时间段 NIHSS 评分

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NIHS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治疗 4、8、12 周后，两组患者的

NIHSS 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P<0.05），且观察组患

者的 NIHS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不同时间段NIHS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4周后 治疗8周后 治疗12周后

对照组 56 14.65±2.28 12.35±1.56* 9.99±1.19* 7.85±0.85*

观察组 57 14.68±2.31 11.51±1.34* 8.53±1.01* 6.03±0.56*

t 0.0695 3.0722 7.0359 13.4159

P 0.9447 0.0027 0.0000 0.0000

注：与同组内治疗前比较，*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SDS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SDS 各项评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SDS 各项评

分均较治疗前降低（P<0.05），且观察组患者的评分

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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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不同时间段者 hs-CRP

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hs-CRP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治疗 4、8、12 周后，两组患者的

hs-CRP 水平均较治疗前降低（P<0.05），且观察组

患者的 hs-CRP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见

表 3。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不同时间段者hs-CRP水平比较（x±

s，mg/L）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4周后 治疗8周后 治疗12周后

对照组 56 15.95±3.56 13.11±2.21* 10.35±1.35* 8.19±0.88*

观察组 57 15.98±3.59 11.03±1.95* 8.29±0.96* 7.38±0.56*

t 0.0446 5.3075 9.3335 5.8259

P 0.9645 0.0000 0.0000 0.0000

注：与同组内治疗前比较，*P<0.05。

2.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Barthel 指数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Barthel 指数评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12 周后，两组患者的

Barthel 指数评分较治疗前升高（P<0.05），且观察组

患者的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Barthel指数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12周后

对照组 56 41.16±4.35 65.35±5.59*

观察组 57 40.99±4.41 77.85±6.22*

t 0.2063 11.2294

P 0.8370 0.0000

注：与同组内治疗前比较，*P<0.05。

2.�　两组患者药物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5。

3　讨论

临床研究表明［5］，脑卒中后约有 60％左右的患

者会出现以思维缓慢、情感低落、动作迟缓等为主

要表现的卒中后抑郁症状，对脑卒中患者神经功能

的恢复造成严重影响。医学研究证实，卒中后抑郁

的发病机制可分为两大类，分别为单胺类神经递质

假说及神经解剖学机制，单胺类神经递质中又包含

5- 羟色胺假说、去甲肾上腺素假说、多巴胺假说、

乙酰胆碱假说及γ氨基丁酸假说，其中 5- 羟色胺假

说认为 5- 羟色胺能神经元水平与机体的心境有着重

要关联，通过调节其水平能够有效的改善患者情绪

状态，同时也是目前临床上治疗卒中后抑郁的主要

靶点［6］。

奥扎格雷钠是临床上用于改善缺血症状的常用

药物，属于血栓烷合酶抑制剂的一种，作用于机体

后主要通过抑制血栓烷 A2 的生成，维持前列环素与

血栓烷 A2 的平衡产生扩张血管，抑制血小板聚集的

功效［7］。氟西汀是抗抑郁药中较为常用的一种，属

于 5- 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服用后具有较高的生物

利用度，通过结合血浆蛋白广泛分布于机体内，同

时通过对神经突触吸收神经递质进行抑制，以达到

改善机体抑郁情绪的效用［8］。本研究结果显示，观

察组患者治疗后 NIHSS 评分、hs-CRP 水平、SDS 评

分及 Barthel 指数评分改善均优于对照组患者，提示

在常规抑制血小板聚集治疗基础上增加氟西汀治疗，

既能够有效改善患者抑郁状态，降低炎性因子水平，

同时又能够有效促进患者神经功能恢复，进而提升

患者生活质量。临床分析认为，奥扎格雷钠能够通

过调节血栓素 B2 在血内的浓度，改善能量代谢及血

液循环进而促进患者神经功能恢复，氟西汀的应用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SD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情感症状 躯体性障碍 精神运动性障碍 抑郁心境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56 7.95±1.01 5.38±0.89* 33.56±3.15 22.65±2.01* 8.02±0.99 5.26±0.79* 32.35±3.08 23.21±1.95*

观察组 57 7.98±1.05 3.31±0.55* 33.61±3.09 15.16±1.35* 8.05±0.95 3.26±0.35* 33.56±3.10 16.13±1.28*

t 0.1547 16.0011 0.0852 23.2123 0.1644 17.3463 2.0812 22.7741

P 0.8773 0.0000 0.9323 0.0000 0.8697 0.0000 0.0597 0.0000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表5　两组患者药物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口干 食欲减退 恶心呕吐 合计

对照组 56 0 2（3.57） 1（1.79） 3（5.36）

观察组 57 1（1.75） 2（3.51） 1（1.75） 4（7.02）

χ2 0.0006

P 0.9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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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有效调节机体内 5- 羟色胺水平，消除患者抑郁

心境，减少对原发疾病的影响，利于神经功能改善；

同时，氟西汀能够通过对小胶质细胞 NF-KB 信号通

路进行抑制，降低炎性因子水平，避免炎性因子损

伤神经功能，提升神经营养因子水平，促进胶质细

胞、神经细胞前体增殖，新突触形成，产生营养神

经，更利于神经功能恢复［9］，随着神经功能的恢复，

患者肢体、语言等功能改善更为显著，进而有效提

升患者生活质量。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药物

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联合治疗

并不会增加不良反应，安全性较高。氟西汀口服后

不会对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产生抑制作用，具有较

高的药物安全性［10］。该研究不足之处在于纳入病例

不足，且治疗后对患者的随访时间较短，未观察到

远期治疗效果，后续治疗仍需延长随访时间，提升

病例纳入量。

综上所述，氟西汀结合奥扎格雷钠治疗可以在

协同作用下互补不足，通过调节神经递质、炎性因

子等，有效改善急性缺血性卒中后抑郁患者的抑郁

心境，改善神经功能及生活质量，药物安全性高，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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