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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苯酞治疗脑梗死后抑郁患者的效果及对血清炎性因子水平的影响

王米香 1 、 朱景平 1 、 王俊霞 1 、 周建华 2

【摘要】目的　探讨丁苯酞治疗脑梗死后抑郁患者的疗效及对血清炎性因子水平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的对象为我院 2018 年 8 月～2020 年 8 月 100 例脑梗死后抑郁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与观察组，对照组接受常规神经内科治疗并给予舍曲林进行抗抑郁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

合丁苯酞治疗。比较治疗前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运动功能

评定量表（Fugl-Meyer）、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检测治疗前后血清白细胞介素 -6

（IL-6）、IL-8 以及 C 反应蛋白（CRP）水平。结果　两组治疗后各项评分均显著改善，且治疗后观

察组 HAMD 评分、HAMA 评分、NIHSS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Fugl-Meyer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P< 0.05）；两组治疗后血清 IL-6、IL-8 以及 CRP 水平均显著降低，且治疗后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

组（P< 0.05）。结论　丁苯酞治疗脑梗死后抑郁能有效改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并帮助患者提升

神经及运动功能，降低血清炎性因子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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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butylphthalide on depression patients after cerebral infarc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serum in-
flammatory factors　　WANG Mixiang，ZHU Jingping，WANG Junxia，et al. Department of Cinical Pharmac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yang Medical College，Nanyang 47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and effects of buphthalein on serum levels of inflammatory fac-

tors in treatment of post cerebral infarction depression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with post cerebral 

infarction depression from August 2018 to August 2020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eurology treatment and was given sertraline for anti-

depressant treatment，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combined with buphthalein treatment on a control group basis. The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motor function rating scale（Fugl-Meyer），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and 

serum levels of interleukin-6（IL-6），IL-8 as well as C-reactive protein（CRP）were detected. Results　The patients 

in both of two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treatment；The HAMD score，HAMA score，and NIHSS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P<0.05）. The 

Fugl Meyer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Serum levels of L-6，

IL-8 as well as CRP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treatment in both of two groups；the level of serum levels of L-6，

IL-8 and CRP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Buphtha-

lein treatment of post cerebral infarction depress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patients' anxiety and depression，and help 

patients to improve their neurological and motor functions and reduce serum levels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Keywords 】Buphthalein；Post cerebral infarction depression；Serum inflammatory factors；Neurological func-

tion；Motor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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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死是最常见的脑卒中类型，发病急、致残

率高是其主要特点，可遗留一定的神经功能缺损，

加之活动能力下降、经济压力等因素的影响，患者

易出现抑郁情绪，脑梗死后抑郁可能影响患者治疗

依从性，不利于患者身心康复［1］。随着生物 - 心理 -

社会医学模式的广泛应用，对脑梗死后抑郁的筛查

与干预得到了越来越高的重视。目前多给予抗抑郁

药物治疗，但效果并不完全令人满意［2］。丁苯酞不

仅有舒张血管、抑制血小板聚集、氧自由基清除等

治疗效果，还能增加梗死区域血流量，进而起到神

经细胞保护功能，这可能有助于抑郁症、认知功能

障碍等并发症的缓解［3］。目前国内少有关于丁苯酞

治疗脑梗死后抑郁疗效的报道，我院近年针对脑梗

死后抑郁患者采取丁苯酞治疗，获得了良好的临床

疗效，现进行以下报道。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为我院 2018 年 8 月～2020 年 8 月

100 例脑梗死后抑郁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

组，对照组接受常规神经内科治疗并给予舍曲林进

行抗抑郁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丁苯酞

治疗。观察组男 27 例，女 23 例；年龄 52～78 岁，

平均（63.29±5.67）岁；合并高血压 23 例，合并糖

尿病 14 例；对照组男 28 例，女 22 例；年龄 51～77
岁，平均（64.15±5.70）岁；合并高血压 21 例，合并

糖尿病 12 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1）纳入标准：符合脑梗死《中国急性缺血性脑

卒中诊治指南 2018》［4］诊断标准；具有明显的抑郁情

绪，且经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ICD-10）［5］确诊；年

龄＞ 18 岁且具备初中及以上学历；入组时度过危险

期，生命体征平稳；家属对治疗方案知情。（2）排除

标准：入院前有精神疾病史；合并心肌梗死、癌症等

其他严重疾病；合并颅脑损伤、颅内肿瘤等其他影响

神经、活动功能的疾病。

1.3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神经内科治疗并给予舍曲林进

行抗抑郁治疗。常规治疗包括奥扎格雷钠 静脉滴注，

每次 80mg/，2 天 1 次；阿伐他汀钙片，每次 10mg，

每天 1 次；针对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给予降

压、控糖、降脂等对症治疗；口服盐酸舍曲林片，每

次 25mg，每天 1 次。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丁

苯酞治疗，服药丁苯酞软胶囊，每次 0.2g，每天 3 次。

两组均连续治疗 1 个月。

1.4　观察指标

比较治疗前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6］：包

括抑郁、负罪感等 17 项，每项评分 0～4 分，共 68
分，得分越高表明患者抑郁情绪越严重；汉密尔顿焦

虑量表（HAMA）［7］：包括焦虑、紧张等 14 项，每项

评分 0～4 分，共 56 分，得分越高表明患者焦虑情

绪越严重；运动功能评定量表（Fugl-Meyer）［8］：包括

协同运动、反射活动等维度，共 50 个条目，每项评

分 0-2 分，共 56 分，得分越高运动功能越良好；美

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9］：包括语言、

感觉、意识水平等项目，总分为 45 分，得分越低说

明神经功能越好。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

检测治疗前后血清白细胞介素 -6（IL-6）、IL-8 以及 

C 反应蛋白（CRP）水平。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0.00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采用 t 检验，

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量表评分比较

两组治疗后各项评分均显著改善，且治疗后

观察组 HAMD 评分、HAMA 评分、NIHSS 评分均

显著低于对照组，Fugl-Meyer 评分显著高与对照组

（P<0.05），见表 1。

2.2　两组血清炎性因子水平比较

表1　两组治疗前后量表评分比较（x±s）

组别 时间 HAMD评分 HAMA评分 NIHSS评分 Fugl-Meyer评分

观察组（n=50） 干预前 19.63±2.23 16.23±2.01 12.29±3.08 48.11±4.23

干预后 7.23±1.12△▲ 6.88±1.24△▲ 5.89±1.56△▲ 72.12±5.23△▲

对照组（n=50） 干预前 19.92±2.17 16.48±2.10 12.34±2.98 47.89±4.93

干预后 9.06±1.30△ 8.54±1.38△ 6.76±1.70△ 67.32±5.06△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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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治疗后血清 IL-6、IL-8 以及 CRP 水平均显

著降低，且治疗后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见表 2。
表2　两组血清炎性因子水平比较（x±s）

组别 时间 IL-6（ng/L） IL-8（ng/L） CRP（mg/L）

观察组（n=50）干预前 46.23±8.87 40.88±6.80 24.23±4.76

干预后 28.55±3.76△▲ 21.03±4.03△▲ 9.82±2.04△▲

对照组（n=50）干预前 47.02±9.17 41.05±6.58 24.68±4.51

干预后 34.67±5.20△ 23.57±3.4-△ 12.05±2.31△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论

脑梗死后抑郁是较为常见的并发症，住院期间

以及出院 3 个月后是检出率较高的两个时期，直接

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对神经功能康复产生不利影

响，部分患者甚至出院后继续出现行为消极、心理

调节失衡等现象，延缓回归社会进程。本研究对照

组患者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舍曲林治疗，舍曲

林对突触前膜 5- 羟色胺（5-HT）再摄取抑制具有高

度选择性，能够增加中枢神经细胞突触间隙 5-HT 水

平，调节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发挥抗焦虑、抑郁作

用［10］，结果发现：治疗后对照组患者的 HAMD 评分、

HAMA 评分显著降低，患者神经功能得到一定提升，

即 NIHSS 评分、Fugl-Meyer 评分较治疗前显著改善。

本研究进一步进行组间比较发现：治疗后观察组

各项评分均优于对照组，说明丁苯酞的服用促进了

患者神经、运动功能的提升以及焦虑、抑郁情绪的

改善。报道称，丁苯酞能够调节脑微循环状态，缩

小梗死灶，预防血栓形成，对脑细胞能量代谢起到

一定的改善作用，最终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对焦

虑、抑郁情绪的缓解具有辅助效果［11］。有学者认为，

丁苯酞能够通过恢复阻塞部位血液供应，改善氧化

代谢、微循环作用，通过“血管 - 神经单元”机制降

低炎性反应和氧化应激，本研究也发现：观察组治疗

后血清 IL-6、IL-8 以及 CRP 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炎症水平降低提示脑细胞凋亡的数量以及脑结构破

坏程度更轻，因此观察组焦虑、抑郁情绪改善效果

更佳［12］。另外，丁苯酞能够通过改善大脑皮质或皮

质下结构因脑梗死后缺氧缺血导致的神经细胞软化、

萎缩等病理改变，恢复 5 -HT 能神经纤维传导通路，

增加去甲肾上腺素（NA）、5-HT 水平，起到减轻抑

郁情绪的效果［13］。我们认为，神经功能与抑郁、焦

虑情绪的改善并非是单向的，抑郁、焦虑情绪改善

又可能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两者出现良性循环［14］。

综上所述，丁苯酞治疗脑梗死后抑郁能有效改

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并帮助患者提升神经及运

动功能，降低血清炎性因子水平。但本研究也有不

足之处，由于出院后未对抑郁情绪的变化情况进行

随访，对丁苯酞治疗脑梗死后抑郁疗效维持情况还

不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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