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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曲林联合坦度螺酮对脑卒中后抑郁患者的抑郁症状及认知功能的影响

苏颜平 1 、 赵　瑞 2 、 张学斌 1

 【摘要】 目的　探讨舍曲林联合坦度螺酮对脑卒中后抑郁患者的抑郁情绪及认知功能的影

响。 方法　选择本院 201� 年 11 月～201� 年 11 月收治的 �� 例脑卒中后抑郁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

机分为采取舍曲林治疗的 48 例对照组和采取舍曲林联合坦度螺酮治疗的 48 例研究组。比较两组

患者治疗前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蒙特利尔认知功能评估量表（Montreal assessment scale，MoCA）、美国国立

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ational lnstitute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评分情况，临床疗效和不良反

应。结果　治疗后，对照组的 HAMD、HAMA、NIHSS 评分均高于研究组（P< 0.001），对照组的

MoCA 评分低于研究组（P< 0.001）；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81.2�％，明显低于研究组的总有效率 ��.��％

（P< 0.0�）；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20.8�％，明显高于研究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8.��％（P< 0.0�）。结

论　舍曲林联合坦度螺酮治疗可明显改善脑卒中后抑郁患者的抑郁、焦虑症状，还能降低其神经功

能缺损，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提高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关键词】舍曲林；坦度螺酮；脑卒中；抑郁症；认知功能

【中图分类号】R7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21）01-0092-04

Effects of Sertraline Combined Tandospirone Treatment on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Cognitive Func-
tion in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　　SU Yanping，ZHAO Rui，ZHANG Xuebin.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Xianyang City，Xianyang 712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sertraline combined tandospirone treatment on depressive symp-

tom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 Methods　Ninety-six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

pression from November 2017 to Nov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48 patients 

treated with sertraline）and the study group（48 patients treated with sertraline combined tantrolone）. The scores of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Montreal cognitive function assessment scale

（MoCA），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scores of HAMD，HAMA and NIHS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study group（P<0.001），and the MoCA score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signifi-

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study group（P<0.001）.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81.25％，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93.75％）in the study group（P<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20.83％，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8.33％）in the study group（P<0.05）. Conclusion　Sertraline combined with tandrolone treatmen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ymptoms of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reduce their neurological deficits 

and cognitive function，impro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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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发生在边缘系统、下丘脑等时会导致情

绪反应受到抑制，从而出现心境低落等抑郁症状，

并伴随记忆活动、语言能力等下降［1］。主要采取选

择性 5- 羟色胺（5-HT）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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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来治疗抑郁情绪［2］，舍曲林是常用的一种［3］，但早

期会激越、攻击性增加等不良反应［4］。坦度螺酮主

要用于治疗焦虑症状，但对于脑卒中后抑郁症的治

疗价值还有争议［5］。为提高脑卒中后抑郁症患者的

疗效及安全性，本文对舍曲林与坦度螺酮联合治疗

的价值进行探讨。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本院 2017 年 11 月～2019 年 11 月 96 例脑

卒中后抑郁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

和研究组各 48 例。对照组男 29 例，女 19 例；年龄

31～78 岁，平均（56.7±8.2）年；病程 2～14 个月，

平均（9.3±1.2）个月。研究组男 27 例，女 21 例；年

龄 33～76 岁，平均（57.2±8.4）年；病程 3～13 个月，

平均（9.6±1.3）个月。两组一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

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1）纳入标准：经本院

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经颅

脑 CT、MRI、脑血管造影等检查，可见脑内有缺血

灶、脑动脉狭窄或闭塞等，均符合脑卒中诊断标准［6］；

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

53 分；血流动力学平稳且无颅脑外伤或手术史。（2）

排除标准：使用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匹莫齐特治疗者；

对本研究用药过敏者；呼吸功能衰竭或心功能、肝肾

功能严重障碍者；昏迷或合并其他精神疾病者。

1.2　方法

两组患者入院后均根据内科、影像学等检查结

果和临床症状采取甘露醇、利尿剂预防颅内压升高、

脑水肿；若存在血栓者，可酌情使用阿司匹林、阿托

伐他汀等药物进行抗血小板聚集或溶栓治疗，给予

依达拉奉等进行神经保护治疗；并严密监测血压、呼

吸等循环指标变化，采取清淡低脂饮食和摆放抗痉

挛体位，避免降压过快。对照组：采取舍曲林口服

治疗（国药准字 H10980141，生产批号 20171009），

初始剂量为 1 日 1 次，1 次 50mg；使用 1 周后根据

药物耐受性及疗效增加剂量，日最大剂量不超过

200mg，长期用药者采取最低有效治疗剂量。研究

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坦度螺酮口服治疗（国药准字

J20140020，生产批号 20171017），每次 10mg，1 日

3 次，根据患者年龄、症状调整剂量，日最大剂量不

超过 60mg。两组均治疗 8 周，且治疗期间不再使用

其他抗精神病药物。

1.�　观察指标

（1）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包括抑郁情绪、有罪感、自杀、入

睡困难、睡眠不深、早醒、迟缓等 17 项评分。每

项 0-3 分，总分 51 分，得分越高，抑郁程度越严

重。（2）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

HAMA）：包括焦虑心境、紧张、害怕、感觉系统症

状、认知功能等 14 项评分。每项 0-4 分，总分 56 分，

得分越高，焦虑程度越严重。（3）蒙特利尔认知功能

评估量表（Montreal assessment scale，MoCA）：包括

视空间与执行能力 5 分、命名 3 分、注意力 3 分、语

言 3 分、抽象力 5 分、记忆 5 分、定向力 6 分。总分

30 分，>26 分为正常。（4）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

量表（National lnstitute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

包括意识 9 分、水平凝视功能 4 分、面肌 2 分，言

语、上肢肌力、手肌力、下肢肌力、步行能力各 6
分。总分越高，神经功能缺损越严重。（5）临床疗效：

显效：HAMD、HAMA、MoCA 评分均减少 80％以

上，生活工作基本不受影响；有效：HAMD、HAMA、

MoCA 评分均减少 30％～79％以上，生活工作稍有

影响；无效：以上均未达到或加重。（6）不良反应。

1.4　观察指标

以 EpiData3.1 软件校正所有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处理；“n（％）”形式录入计数资料，

并以 χ2 检验；“x±s”形式录入计量资料，结果用 t
检验；检验水准：P<0.05 示数据比较结果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 HAMD、HAMA、MoCA、NIHSS 比较

对照组治疗后的 HAMD、HAMA、NIHSS 评分

均高于研究组，对照组治疗后的 MoCA 评分低于研

究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见表 1。

2.2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对照组总有效率 81.25％明显低于研究组总有效

率 93.7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对照组发生 3 例消化不良及恶心、1 例头痛、2
例便秘、1 例嗜睡、2 例中性粒细胞明显下降、1
例耳鸣，不良反应发生率 20 .83 ％；研究组发生 2
例嗜睡、1 例恶心、1 例步态蹒跚，不良反应发生

率 8 .33 ％，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273，P<0.05）。

3　讨论

抑郁症是脑卒中后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7］。本

研究中纳入的病例治疗前的抑郁、焦虑症状均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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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这可能与卒中导致了“丘脑 - 扣带回 - 大脑

各区域相应皮质”长通路和“丘脑 - 杏仁核”短通路

功能失常有关［8，9］。本研究发现：两组患者治疗后的

HAMD、HAMA、NIHSS 评分均有明显改善，提示舍

曲林治疗有效，舍曲林可提高 5-HT 水平，辅助长

通路对刺激信息的精细加工、提高短通路对有害刺

激的反应速度，从而降低卒中后神经功能损害，加

强患者对情绪的控制［10］。本研究还发现：研究组的

改善更为明显，可见舍曲林与坦度螺酮的联合治疗，

更利于神经功能的提高及抑郁焦虑症状的改善。坦

度螺酮对情绪中枢有双向调节作用，如神经递质过

高时，坦度螺酮可降低其活性，达到抗焦虑，稳定

患者情绪的作用［11］；当神经递质过低时，坦度螺酮

又可与其受体结合，促进神经递质的分泌、合成，

发挥抗抑郁的效果［12］。但坦度螺酮镇静、诱导睡眠

等作用较弱［13］，而且舍曲林与抗凝药物合用时，会

增加皮肤黏膜出血风险。所以，在联合用药方案中，

对脑卒中后中重度抑郁睡眠障碍、急躁易怒、仍需

进行抗凝治疗的患者，还需注意监测患者睡眠状态、

凝血功能等变化，以降低临床用药的风险。

本研究发现：对照组治疗后的 MoCA 明显低于

研究组，这是因为坦度螺酮与舍曲林的联合运用能

够促进中枢神经系统对感觉信息传导、认知、加工、

反馈，加强胼胝体上回、海马、海马旁回等之间的

联系，从而提高患者的认知功能，并且降低痛觉阈

值，提高患者的身心舒适度［14-15］。但如果舍曲林、

坦度螺酮运用不当，则可加重植物神经系统的应激

反应，促使交感神经的兴奋性增加，导致患者出现

消化道不良反应和头痛等［16-17］。因此，笔者建议，

曲舍林应从每日 25mg 开始用药，尤其对于心血管功

能不佳或存在胃肠道疾病患者，应尽量延长调整剂

量的间隔时间，在抑郁症状得到有效控制后，逐渐

停药。

综上所述，舍曲林联合坦度螺酮能有效改善脑

卒中后患者的抑郁症状、认知功能，从而提高临床

疗效、降低不良反应。但本研究没有对于不同年龄、

不同抑郁程度进行区分，随访时间也比较较短，在

今后的研究中还需进一步优化联合用药方案，对治

疗效果进行长时间的跟踪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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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HAMD、HAMA、MoCA比较（x±s）

组别 HAMD HAMA MoCA NI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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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8） 31.23±6.27 20.55±4.49▲ 29.44±5.85 18.76±3.79▲ 17.14±3.08 20.36±4.12▲ 21.30±3.27 14.14±2.56▲

研究组（n=48） 30.89±6.08 14.21±3.60▲ 30.35±6.13 12.28±2.65▲ 16.73±2.99 23.95±5.43▲ 20.75±3.12 11.95±2.04▲

t 0.270 7.633 0.744 9.708 0.662 3.649 0.843 4.635

P 0.788 <0.001 0.459 <0.001 0.510 <0.001 0.401 <0.001

注：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P<0.05。

表2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例（n％）］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n=48）15（31.25） 24（50.00）9（18.75） 39（81.25）

研究组（n=48）27（56.25） 18（37.50） 3（6.25） 45（93.75）

χ2/Z 7.286 7.143

P 0.026 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