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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脑梗死后轻度抑郁、焦虑患者应用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治疗的临床分析

刘　勇 1 、 张　亮 2 、 冯秀华 1 、 石永芳 1 、 朱开源 1 、 谢赛同 1

【摘要】目的　探讨急性脑梗死后轻度抑郁、焦虑患者应用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治疗的临床效

果。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 ~2018 年 1 月我院接收的 100 例急性脑梗死后轻度抑郁、焦虑患者，按

照随机数表法将其分成两组。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治疗，抗血小板聚集、改善微循环等治疗，观察

组加用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治疗。对患者治疗前后情绪状态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

（SDS）进行评估。治疗 2 个月后，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治疗效果、治疗前后血脂水平变化、神

经功能恢复情况及患者预后情况。结果　治疗后，SAS、 SDS 评分均低于治疗前且观察组评分明显

比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两组抑郁情绪的患者均明显减少，其中观察

组 4 例患者（8.00％），对照组 13 例患者（26.00％），观察组人数明显少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 0.05）。观察组治疗效果（86.00％）显著优于对照组（68.00％），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两组治疗后血浆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较治

疗前均有明显改善，观察组各项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患者

治疗后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较治疗前无明显变化（P> 0.05）。结论　氟哌噻吨美利曲辛

片对急性脑梗死后轻度抑郁、焦虑患者有良好治疗效果，可改善患者不良情绪，有助于患者神经功

能恢复，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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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nalysis of flupentixol and melitracen in the treatment of mild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fter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LIU Yong，ZHANG Liang，FENG Xiuhua，et al. Department of Neurology，third people's 
Hospital，Shangqiu City，Shangqiu 476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ablets on mild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fter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mild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fter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5 to January 2018 were selecte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therapy，anti-platelet aggregation and microcirculation 

improvement，whil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flupentixol and melitracen tablets. The emotional 

state self 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and self 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were assess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fter 2 

months of treatment，the clinical effect，blood lipid level，nerve function recovery and prognosi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scores of SAS and SDS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and the scores of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P<  0.05）. After treatment，the two groups of pa-

tients with depression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including 4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8.00％）and 13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26.00％）. The number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at in the con-

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86.00％）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68.00％）.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After treatment，plasma triglyceride（TG），total cholesterol（TC），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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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脑梗死是局部脑组织由于血液循环出现障

碍，缺血、缺氧而产生的组织坏死，是临床常见疾

病，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会出现神经功能障

碍［1］。急性脑梗死会导致患者产生认知障碍，对患

者身心造成严重后果，影响了患者的生活与人际交

往，往往导致患者产生自卑、抑郁、焦虑、沮丧等

情绪［2］。目前治疗方式有手术与药物治疗，药物治

疗机制是及时改善并恢复局部血流，使脑代谢及神

经功能得以改善，进而刺激神经功能恢复［3］。相关

研究显示，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在脑梗死后抑郁以

及焦虑患者康复过程中，有较好的疗效［4］。氟哌噻

吨是一种神经阻滞剂，小剂量应用有抗抑郁和焦虑

的作用，而美利曲辛是一种抗抑制剂。两种成分组

成合剂，发挥抗抑郁、焦虑的作用。本文旨在探讨

急性脑梗死后轻度抑郁、焦虑患者应用氟哌噻吨美

利曲辛片治疗的效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5 年 1 月 ~2018 年 1 月我院接收急性脑梗死

后轻度抑郁、焦虑患者 100 例。纳入标准：①符合脑

梗死诊断标准，进行 CT 或 MRI 确诊；② NIHSS 评分

大于 7 分；③能够配合检查和治疗。排除标准：①肝

肾功能衰竭，存在严重的器官衰竭和感染；②对治

疗药物过敏。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两组，对

照组 50 例，男 29 例，女 21 例，年龄 38~80 岁，平

均年龄（61.93±10.18）岁；观察组 50 例，男 27 例，

女 23 例，年龄 40~82 岁，平均年龄（63.31±9.79）

岁。两组的基本资料方面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治疗手段，采取抗血小板

聚集、改善微循环等治疗；同时根据具体情况使用降

压药、控制血糖药物、预防感染药物、脱水剂，对

症治疗，保持内环境稳定。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氟哌噻吨美利曲辛

片治疗，口服黛力新片（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国

药准字 H20130126，（氟哌噻吨：美利曲辛 =0.5mg：

10mg）*20s），早晨及中午各 1 片，疗程为 2 个月。

药物治疗的同时针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向患

者强调情绪与疾病进展之间的关系，指导患者控制

情绪、消除恐惧并保持愉悦。治疗期间多与患者进

行沟通交流，及时了解其心理状况，帮助患者排解

不良情绪，使患者积极主动地配合治疗。

1.3　观察指标

对患者治疗前后情绪状态焦虑自评量表 SAS 和

抑郁自评量表 SDS 进行评估。治疗 2 个月后，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治疗效果、治疗前后血脂水平

变化、神经功能恢复情况及患者预后情况。

1.4　评估标准

1.4.1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

量表（SDS）　对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况进行评定，

0~100 分，SAS 标准分 <50 分为无焦虑，50~59 分为

轻度焦虑，60~69 分为中度焦虑，70 分及以上为重度

焦虑；SDS 标准分 <53 分为无抑郁，53~62 分为轻度抑

郁，63~72 分为中度抑郁，73 分及以上为重度抑郁［5］。

1.4.2　对患者治疗前后进行神经功能缺损程度

评分依据 NIHSS［6］。

1.4.3　疗效诊断标准　痊愈：神经功能损伤评

分（NDS）降低＞ 90％，病残程度 0 级；显效：NDS

降低 45％~90％，病残程度 1~3 级；有效：NDS 降低

18％~45％，病残程度 4 级；无效：NDS 不足 18％，

病残程度 5 级以上。

1.5　统计学分析

选择 SPSS18.0 进行数据统计，计量资料比较采

用 t 检验，数据采用（x±s）表示，计数资料比较采

用 χ2 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秩和检验，数据采用

百分比表示。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理情绪状态的分析

治疗前两组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

评分低于治疗前，观察组评分明显比对照组低，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细数据见表 1。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both groups. The level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treatment，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treatment group.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hange before（P>0.05）. Conclusion　Flupentixol and melitracen 

tablets has a good therapeutic effect on patients with mild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fter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It can im-

prove patients'bad mood，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reduce blood lipid levels.

【Keywords】Flurazine thiophene tablets；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Depression and anxiety；Neurological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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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理情绪状态的分析（分，x±s）

组别 例数
SAS SDS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50 64.78±7.03 25.98±4.43*# 57.67±5.45 23.54±4.43*#

对照组 50 64.32±6.92 43.12±5.34* 58.24±6.01 40.62±7.34*

注：与组内治疗前相比，*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相比，
#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抑郁情绪存在情况的比

较分析

治 疗 前 ， 观 察 组 出 现 抑 郁 情 绪 4 6 例 患 者

（92.00％），对照组 45 例患者（90.00％），差异不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抑郁情绪

的患者均明显减少，其中观察组 4 例患者（8.00％），

对照组 13 例患者（26.00％），观察组人数明显少于

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NIHSS 评分比较分析

治疗前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评分

均降低，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细数据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NIHSS评分比较分析（分，x±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观察组 50 7.83±2.08 2.64±1.83 13.247 <0.001

对照组 50 7.45±1.99 4.76±1.77 7.142 <0.001

t值 0.933 5.888

P值 0.353 <0.05

2.4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的比较分析

观察组总有效人数 43 人（86.00％）显著高于对

照组总有效人数 34 人（68.00％），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2=4.574，P=0.033）。

2.5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及 Hs-CRP 水平变

化的比较分析

两组治疗后 TC、TG、LDL-C 较治疗前有明显

改善，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两组治疗后 HDL-C 较治疗前无明显

变化（P>0.05），详细数据见表 3。

3　讨论

急性脑梗死是临床中常见的疾病，具有起病突

然、病情重等特点，造成患者身心痛苦。药物治疗主

要为恢复脑组织血氧供应，对神经功能进行保护，加

速神经功能恢复［7］。目前常用药物种类较多，氟哌噻

吨美利曲辛片是其中疗效明显，且安全性较高的一

种。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是氟哌噻吨以及美利曲辛的

合成剂，能够提高突触间隙多巴胺、去肾上腺素等多

种神经地递质的含量，能有效缓解患者抑郁、焦躁情

绪，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安全性较高，临床疗效好［8］。

临床研究显示，伴有抑郁、焦虑情绪的急性脑

梗死患者更容易突发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心肌缺

血等心血管疾病［9］。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能够有效抑

制患者抑郁、焦躁情绪，同时还有一定的兴奋作用，

从而实现对于患者轻度抑郁、焦虑的治疗，也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降低患者突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有效提升患者预后。本研究中，治疗前所有患者均

有轻度抑郁焦虑情绪，SAS 与 SDS 评分均高于正常水

平，治疗后，所有患者 SAS 和 SDS 评分均降低，且

采用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治疗降低更明显。氟哌噻

吨美利曲辛片起效快，针对性强，使得患者对身体

康复更有信心，从而改善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

相关研究显示，患者出现抑郁、焦虑情绪，是

急性脑梗死病发后所造成的脑实质损伤，使患者脑

组织功能出现失衡，脑组织代谢发生紊乱［10］。由此

可见，急性脑梗死患者的预后，与神经功能恢复有

密切关系。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能够通过提高患者

中枢神经中的多巴胺、去肾上腺素等多种神经地递

质的含量，促进患者神经功能的恢复，促进患者脑

神经的重塑。本研究中，所有患者治疗前 NIHSS 的

评分均较高，采用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治疗较采用

常规治疗 NIHSS 的评分降低更明显。常规治疗，患

者计算、语言及注意等方面疗效不够理想。氟哌噻

吨美利曲辛片还在抗炎、抗斑块、抗血栓方面具有

良好疗效，有助于恢复神经功能。

高血脂是诱发急性脑梗死的一个很重要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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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及Hs-CRP水平变化的比较分
析（x±s，mmol·L-1）

观察指标 时间 观察组（n=50） 对照组（n=50）

TC 治疗前 5.78±1.37 5.80±1.23

治疗后 2.75±0.33*# 4.98±1.12*

TG 治疗前 2.76±0.69 2.77±0.68

治疗后 1.44±0.45*# 2.12±0.71*

LDL-C 治疗前 3.76±0.66 3.60±0.62

治疗后 1.91±0.45*# 3.01±0.51*

HDL-C 治疗前 1.01±0.29 0.99±0.39

治疗后 1.06±0.37 1.02±0.41

注：与组内治疗前相比，*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相比，
#P<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