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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司西酞普兰与西酞普兰治疗复发性脑胶质瘤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疗效观察

丁吉涛 、 酒晓莹 、 王正茂 、 李明浩

【摘要】目的　观察艾司西酞普兰与西酞普兰治疗复发性脑胶质瘤患者焦虑与抑郁情绪的疗效。

方法　选取本院 2007 年 7 月 ~2018 年 2 月收治的 82 例复发性脑胶质瘤患者，按随机数字表分为观

察组与对照组，各 41 例。对照组于术后予西酞普兰进行治疗，观察组口服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

两组均连续口服 8 周。比较两组治疗前与治疗 8 周后的焦虑程度与抑郁程度［采用汉密顿焦虑量表

（HAMA）与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进行评估］、不良反应总发生率。结果　两组治疗前的 HAMA

评分与 HAMD 评分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 8 周后，两组的 HAMA 评分与 HAMD 评分

均较治疗前减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治疗后的 HAMA 评分与 HAMD 评分分别为

（9.79±1.99）分与（11.52±2.33）分，低于对照组（13.22±2.34）分与（13.30±2.27）分，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与对照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分别为 17.07％与 12.20％，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 0.05）。结论　艾司西酞普兰对 5-HT 再摄取具有更强抑制作用，对复发性脑胶质瘤患者的

焦虑与抑郁症状改善作用优于西酞普兰，且安全性高，为该类患者的理想治疗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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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comparative study of Ai Sciplan and citalopram in the treatment of anxiety in patients with re-
current glioma　　DING Jitao，JIU Xiaoying，WANG Zhengmao，et al. Nanyang Second General Hospital of Hen-
an，Nanyang 47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escitalopram and citalopram on the treatment of recurrent glioma 

in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82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glioma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ly 2007 to February 2018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with 41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italopram after operatio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oral escitalopram 

oxalate tablets. The two groups were given orally for 8 weeks. The degree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before and after 8 

weeks of treatment ［assessed by the 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and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the 

total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HAMA score and HAMD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P>0.05）. After 8 weeks of treatment，

the HAMA score and HAMD scor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and the differenc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The HAMA score and HAMD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9.79±1.99）

points and（11.52±2.33）points，respectively，which were lower than（13.22±2.34）points and（13.30±2.27）

points in control group，and the differenc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The total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

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17.07％ and 12.20％，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

nificant（P>0.05）. Conclusion　The escitalopram has a stronger inhibitory effect on 5-HT reuptake，and it is supe-

rior to citalopram in improving the symptoms of patients，and it is safe and is an ideal therapeutic drug for such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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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胶质瘤为常见颅内恶性肿瘤，发病率在脑肿

瘤中占 40％~50％［1］。目前手术是脑胶质瘤的主要

治疗手段，但资料显示［2］，术后复发率与病死率较

高。有报道称［3］，复发性脑胶质瘤患者普遍存在明

显焦虑与抑郁症状。何锋［4］的研究中，老年脑胶质

瘤患者的焦虑或抑郁发生率高达 60％。对焦虑与抑

郁较为严重的情况，心理干预的作用有限，需予以

药物治疗。国内外资料显示［5-6］，艾司西酞普兰是一

种新型抗抑郁药，作用机制独特，受到临床欢迎。

本研究以 82 例复发性脑胶质瘤患者为研究对象，采

用前瞻性研究方法，探析艾司西酞普兰对复发性脑

胶质瘤对患者焦虑与抑郁情绪的改善作用，现报道

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本院 2007 年 7 月 ~2018 年 2 月收治的 82
例复发性脑胶质瘤患者，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

批准。按随机数字表将入组患者分为观察组与对照

组，各 41 例。观察组男 25 例、女 16 例；年龄 43~64
岁，平均（55.20±5.01）岁。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11 例、高中 22 例、大专及以上 8 例；二次手术时间

距首次手术时间在 6 个月 ~102 个月，平均（41.02±

7.52）个月；手术类型：次全切除 18 例、全切除 23
例。对照组男 23 例、女 18 例；年龄 45~67 岁，平均

（56.59±5.38）岁。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10 例、高

中 21 例、大专及以上 10 例；二次手术时间距首次手

术时间在 8 个月 ~111 个月，平均（45.33±8.69）个

月；手术类型：次全切除 15 例、全切除 26 例。两组

基线资料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

性。

入组标准：①经头部 CT 或 MRI 等影像学手段

确诊，接受外科手术治疗后复发，复发病灶在原发

病灶位置；②就诊时器官功能与血常规检查结果正

常；③二次手术均在手术显微镜下成功切除病灶，为

次全切除或全切除；④汉密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y Scale，HAMA）评分＞ 14 分，汉密顿抑郁量

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 20 分；⑤

对研究知情，了解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后同意加入

研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伴心、肺、肝、

肾脏器疾病者；②合并血液系统、免疫系统、内分泌

疾病与躯体疾病者；③伴其他类型精神疾病者；④妊

娠与哺乳期或有妊娠计划的女性；⑤有药物及酒精滥

用史、过敏史者；⑥入组前 2 周内有相关药物治疗史

者；⑦同时参与其他临床试验者。

1.2　方法

1.2.1　方法

对照组于二次手术后口服西酞普兰（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H20120457，规格：20 mg*14 s）：20 mg/d，

连续 8 周。观察组于二次手术后口服草酸艾司西酞

普兰片（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080788，规格：10 

mg*7 片）：10 mg/d，连续 8 周。两组治疗期间均予以

支持心理干预。

1.2.2　观察指标与安全性评价

1.2.2.1　焦虑与抑郁程度　分别于治疗前、治

疗 8 周后采用 HAMA 量表与 HAMD 量表对患者焦虑

程度与抑郁程度进行评估。HAMA 量表共 14 个条

目，每条目 0~4 分，HAMA 总分 0~56 分，评分越高，

焦虑症状越严重。总分≥ 29 分，严重焦虑；21~28
分，存在明显焦虑；14～20 分，肯定存在焦虑；7~13
分，可能焦虑；＜ 7 分，无焦虑。HAMD 量表共 24
个条目，每条目 0~4 分，HAMA 总分 0~96 分，总分

＞ 35 为严重抑郁；20~35 分为较明显抑郁；8~19 分

为可能抑郁；＜ 8 分为无抑郁。医师评估焦虑和抑郁

方法及所用量表内容完全一致，评价人员均熟练掌

握问卷调查方法，能够按完全一致的用语进行调查。

1.2.2.2　不良反应　两组用药期间定期（每用

药 1 周）进行躯体状况、血常规、血生化、心电图、

肝功能、神经系统检查。记录不良反应（包括恶心、

失眠、头痛、腹泻、震颤等）发生时间、处理方法，

比较不良反应总发生率。

1.2.3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9.0 处理数据，

计量资料用（x±s）表示，组内比较采取配对样本

t 检验，组间比较采取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

用 n（％）表示，采用 χ2 检验或连续校正 χ2 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焦虑与抑郁程度

两组治疗前的 HAMA 评分与 HAMD 评分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8 周后，两组的

HAMA 评分与 HAMD 评分均较治疗前减小，同时观

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

见表 1。

2.2　不良反应

两组不良反应以恶心、失眠等为主，多发生于

用药 1~2 周，症状较为轻微，后逐渐缓解，无停药

处理情况。观察组与对照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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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7.07％与 12.2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详见表 2。
表1　两组治疗前、治疗8周后HAMA评分与HAMD评分的比

较（x±s，分）

组别
HAMA评分 HAMD评分

治疗前 治疗8周 治疗前 治疗8周

观察组（n=41） 18.69±4.52 9.79±1.99 23.65±3.14 11.52±2.33

对照组（n=41） 20.01±4.67 13.22±2.34 24.22±3.25 13.30±2.27

组间t值 1.300 7.150 0.808 3.504

组间P值 0.197 <0.001 0.422 0.001

表2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的比较n（％）

组别 恶心 失眠 头痛 腹泻 震颤 总发生率

观察组（n=41）3（7.32）1（2.44）1（2.44） 0 2（4.88） 7（17.07）

对照组（n=41）1（2.44）1（2.44）1（2.44）2（4.88） 0 5（12.20）

χ2值 0.263* 0.512* 0.512* 0.153* 0.153* 0.391

P值 0.608 0.474 0.474 0.474 0.474 0.532

注：*表示连续校正χ2值。

3　讨论

多数肿瘤患者得知患有肿瘤后会产生较大心理

负担，尤其复发患者在确认复发后，焦虑发生率可

达 100％［7］，抑郁发生率也在 50％以上。国外研究

指出［8］，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会加速肿瘤恶化，

尤其复发性脑胶质瘤患者，针对焦虑、抑郁症状的

治疗对患者生存有较大影响。已有动物试验证实［9］，

艾司西酞普兰具有良好抗焦虑、抗抑郁作用，且副

作用轻，得到临床认可。

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术后应用艾司西酞普兰抗

焦虑、抗抑郁，并以西酞普兰作为对照，结果显示

两组治疗 8 周后的 HAMA 评分均明显减小，其中观

察组 HAMA 评分降至更低水平，总有效率 70.73％，

高于对照组 48.78％，疗效更理想。西酞普兰是二

环氢化酞类衍生物，可抑制中枢神经系统神经元对

5-HT 的再摄取，使中枢 5- 羟色胺能神经功能获得

增强从而发挥抗焦虑、抗抑郁作用［10］。动物试验及

体外试验表明［11］，西酞普兰为高选择性 5-HT 再摄

取抑制剂，短期用药对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的摄

取情况无明显影响。此外，西酞普兰是一种消旋体，

含 R- 对映体与 S-2 对映体，S-2 对映体的活性比 R-

对映体强 100 倍左右，故西酞普兰对 5-HT 的再摄取

抑制作用主要通过 S-2 对映体实现。

艾司西酞普兰则是西酞普兰的单 -S- 对映体，

属于单一异构体的消旋体药物，其仅含具有药理

作用的 S-2 对映体，活性成分单一化，可同时结合

于 5-HT 转运体的基本位点和异构位点，确保了对

5-HT 转运体的高选择性，同时对 5-HT 再摄取的

抑制作用也更强，增强脑内 5-HT 的传递，最终发

挥更强抗焦虑、抗抑郁作用，使观察组治疗 8 周后

的 HAMA 评分获得更大幅度下降，总有效率提高。

欧秋明的研究也证实［12］，与西酞普兰相比，艾司西

酞普兰表现出更持久的抗焦虑与抗抑郁作用，具有

更大优势。两组的不良反应均以恶心、失眠、头痛

等为主，症状较轻微，总发生率分别为 17.07％与

12.20％，提示两种药物的副作用相当。专家认为［13］，

艾司西酞普兰仅有 S-2 对映体而无 R- 对映体，可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的影响，

利于减少不良反应。国外也有研究指出［14］，艾司西

酞普兰无肝药酶诱导作用，且蛋白结合力低，安全

性更高。本研究中艾司西酞普兰未表现出更高的安

全性，推测与样本量不足有关，有待进一步扩大样

本量。

综上所述，艾司西酞普兰是西酞普兰的单 -S-

对映体，对 5-HT 再摄取具有更强抑制作用，可更

有效缓解患者焦虑、抑郁症状，效果优于西酞普兰，

且安全性高，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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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激活皮层从而引起或维持觉醒。进而引起失眠、

睡眠质量低等睡眠障碍。IL-17 作为一种脑梗死后的

促炎因子，动物模型显示［11］，鼠模型大脑中动脉梗

死后数天内外周血和脑组织中 IL-17 水平会呈现高

表达状态，且与梗死灶面积呈正相关。国外一项研

究显示［12］，有嗜睡症状的丘脑梗死患者的血浆 IL-17
浓度较无嗜睡症状的明显升高。笔者团队推测脑损

伤激发了 IL-17 的高表达，进而诱导睡眠相关细胞

因子过度表达，进而产生睡眠障碍，不仅如此，丘

脑卒中 IL-17 所诱导的炎症反应可能进一步损害丘

脑卒中，从而破坏与睡眠相关的神经递质表达及神

经环路的完整性，加重睡眠障碍。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研究是回顾性

研究，且样本量有限，尚需进一步加大样本量及前

瞻性随访研究进一步论证此结论；另外，对于发生睡

眠障碍的机制由于样本量所限，仅指出了可能与丘

脑部位卒中和个别炎症因子有关，可能增大样本量

后会发现更多的因素能够导致卒中后睡眠障碍。

综上所述，急性脑梗死后睡眠障碍可能与梗死

灶位于丘脑有关，进一步分析可能与 IL-17 及 Hcrt

过度表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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