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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西汀对脑卒中后抑郁患者的情绪与神经功能的影响

李　珂 、 王　献 、 洪　丽 、 齐进兴

【摘要】目的　探讨脑卒中后抑郁患者采用氟西汀的治疗效果，分析其对负面情绪及神经功能的

影响。方法　纳入 2018 年 1 月～2020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 131 例脑卒中后抑郁患者作为观察对象，掷

币法将其分为 2 组，两组均接受常规基础治疗，对照组 65 例患者合并心理干预，观察组 66 例患者

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氟西汀口服治疗，比较两组患者血清因子水平、神经功能、抑郁情绪及治疗依

从性。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血清因子比较，观察组患者 Hcy、NSE 以及 S100-β均低于对照组

（P< 0.05）；观察组患者 NIHSS 评分以及 HAMD 评分低于对照组，且观察组患者治疗依从性高于对照

组（P< 0.05）。结论　氟西汀能显著减轻脑卒中后抑郁患者神经功能缺损，改善患者神经功能，缓

解患者抑郁情绪，提高临床治疗依从性，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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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fluoxetine on negative emotions and neurological function in the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　　LI Ke，WANG Xian，HONG Li，et al. Department of Neurology，Anyang District Hospital of Puyang，
Anyang 45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fluoxetine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 

and analyze its influence on negative emotions and neurological function. Methods　131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

pressio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June 2020 were included as observation objects. They were di-

vided into 2 groups by coin toss. Both groups received conventional basic treatment，and 65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added With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66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fluoxetine orally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serum factor levels，neurological function，depression and treatment compli-

anc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serum factor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The Hcy，NSE and S100-β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P<0.05）. The observation group's NIHSS score and HAMD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Fluoxetine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neurological deficit in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improve the neurological function of the patients，relieve the depression of the 

patients，and improve the compliance of clinical treatment. It is worth recomm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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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中后抑郁（Post-Stroke Depression，PSD）作为

一种继发性抑郁，是脑血管疾病常见的心理并发症，

主要以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焦虑不安、自我评价降

低、幸福感降低、自责为临床表现，其不仅影响患者

脑卒中后功能的康复，同时还可增加患者治疗时间，

降低治疗依从性，甚至还能加重患者认知功能损害，

给患者身心带来严重负担，因此，尽快改善患者抑郁

情绪非常重要［1］。目前治疗脑卒中后抑郁以心理干预

等为主，尽管有一定效果，但单独使用心理干预的效

果并不令人满意，因此，本文旨在分析氟西汀联合心

理干预治疗脑卒中后抑郁的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 2018 年 1 月～2020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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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脑卒中后抑郁患者作为观察对象，掷币法分为 2
组。纳入标准：两组入院后均经头颅 CT、磁共振等

影像学检查符合《脑卒中后抑郁临床诊疗指南》［2］中

关于卒中后抑郁的诊断标准，患者卒中后出现抑郁，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为 17 分以上，且

卒中病情稳定，无生命危险，具有语言交流能力，

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及其家属均知情同意。

排除标准：排除脑卒中后意识昏迷、神志不清者，排

除卒中后合并癫痫或其他精神疾病者，排除卒中前

存在焦虑、抑郁者，不能配合治疗者等。对照组 65
例，男性 30 例，女性 35 例；年龄 50～70 岁，平均

年龄（60.46±7.12）岁；抑郁病程 10～50d，平均病

程（30.09±4.33）d；疾病类型：脑出血 29 例，脑梗

死 36 例；受教育程度：初中以下学历 18 例，高中至

本科学历 42 例，本科以上学历 5 例。观察组 66 例，

男性 32 例，女性 34 例；年龄 48～71 岁，平均年龄

（60.68±6.95）岁；抑郁病程 13～48d，平均病程

（30.17±4.28）d；疾病类型：脑出血 25 例，脑梗死

41 例；受教育程度：初中以下学历 20 例，高中至本

科学历 41 例，本科以上学历 5 例。两组患者基线资

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在我院接受神经内科常规基础治疗，

包括脱水、控制血压、控制血糖、神经保护等。

对照组在常规基础治疗上加用心理干预，（1）首

先组建心理干预小组，由我院心理治疗师、神经内

科医师以及 3 名主管护师组成，并制定心理干预计

划。（2）由主管护师通过视频、图片等形式，以通

俗易懂的文字，向患者及其家属介绍疾病，介绍疾

病的起因、发展以及目前我院的治疗现状，让患者

对脑卒中以及卒中后抑郁有初步认识，并逐渐熟悉、

了解疾病，减轻患者恐慌心理。（3）鼓励家属多与患

者进行沟通交流，减轻患者内心的负担和压力，缓

解其紧张不安、抑郁的情绪，并教会患者进行冥想

训练，放松身心，微闭双眼，用心去回味美好的生

活，回味子女的孝顺、孙子的笑容、老伴的无私陪

伴，想象一下美好的明天，让患者以积极、正向的

态度去面对生活、面对疾病。（4）心理治疗师与患

者积极沟通，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并定期对患者

进行心理疏导，鼓励患者将内心的不良情绪向家属、

护师或心理治疗师倾诉，减轻患者内心压力，同时

纠正患者以往对疾病、治疗、预后等问题的错误认

知，帮助患者建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提高患者治疗

依从性、积极性，（5）适当介绍治疗成功的案例，让

成功案例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介绍治疗的经验、

过程，让患者充分了解疾病的治疗过程及治疗效果，

进一步缓解患者对疾病的恐惧心理，提高患者的治

疗依从性。而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心理干预基础上

加用盐酸氟西汀胶囊治疗（国药准字 H19980139，规

格：10mg/ 片）口服，1 片 / 次，2 次 /d，两组均持续

治疗 2 个月。

1.3　观察指标

（1）治疗前后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血清同

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神经元特异性

烯醇化酶（Neuronspecific enolase，NSE）、中枢神经

特异性蛋白（S100-β）以及神经肽 Y（Neuropeptide 

Y，NPY）。（2）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

（NIHSS）评分评价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得分越

高提示神经功能缺损越严重。（3）采用 HAMD 评分

评价患者抑郁程度，总分 <7 分为正常，7～17 分为

可能存在抑郁，17 分～24 分为肯定有抑郁症，24 分

以上为严重抑郁症。（4）采用依从性量表评价两组患

者治疗依从性，总分为 100 分，80 分以上为十分依

从，60～79 分为部分依从，60 分以下为不依从，得

分越低提示患者依从性越差。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5.0 软件对文中数据进行处理，两组

患者血清因子、NIHSS 评分等计量资料用（x±s）表

示，采用 t 检验；两组患者性别比例、依从性等计数

资料用（n，％）表示，χ2 检验。P<0.05 时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因子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因子水平比较无显著差异

（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Hcy、NSE、NPY 以及

S100-β均明显降低，且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 NIHSS 评分及 HAMD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无显著差异

（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NIHSS 评分以及 HAMD

评分均明显降低，且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2.3　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比较，观察组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意义（P<0.05），见表 3。

3　讨论

脑卒中是一种急性脑血管疾病，由于脑部血管突

然阻塞或破裂导致血液不能流入大脑，从而造成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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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部分脑组织功能丧失，从而引起语言功能、肢体

运动功能、认知功能障碍等后遗症［3］。除运动、语言、

认知功能障碍等后遗症外，卒中后抑郁的发病率也高

达 20％～50％［4］。关于该病的发病原因及机制至今

尚未完全明了，临床较为公认的机制有心理学假说和

生物学假说，其中心理学假说认为该病的发生与卒中

后神经功能的缺损、生活能力的降低等密切相关［5］。

而生物学假说认为该病的发生与各种神经递质的异常

分泌有关，5- 羟色胺、乙酰胆碱、去甲肾上腺素等

神经递质主要参与人体的精神活动、睡眠情况以及情

绪变化，由于脑血管疾病致使大脑内各种神经递质水

平异常，从而引起抑郁的发病［6-7］。目前临床对于该

病的治疗主要以心理干预及药物治疗为主，心理干预

能够通过图片、视频等方式让患者了解疾病，了解治

疗过程及现状，减轻患者对疾病未知的恐惧心理，多

数患者卒中后抑郁的发生原因就是连累家人，而心理

干预能够让患者家属与患者积极沟通，打消患者的顾

虑，以温暖的亲情去慰藉患者抑郁情绪，然而单独的

心理干预其效果并不理想［8-9］。

氟西汀作为一种选择性血清再吸收抑制剂的抗

抑郁药，其能够选择性地抑制中枢神经系统突触前

释放的 5- 羟色胺的再摄取，增加大脑 5- 羟色胺供

给，提高大脑内 5- 羟色胺分泌水平，有效改善患者

抑郁症状，且该药吸收好，不受日常食物的影响，

其半衰期为 7～10d，药效良好且持久［10-11］。Hcy 是

一种人体内的含硫氨基酸，其水平升高能使甲基化

物含量降低，从而降低去甲肾上腺素和 5 羟色胺的

分泌［12］。有研究表明，NSE、S100-β、NPY 与神经

功能密切相关，是临床用于评价脑卒中神经功能预

后与治疗效果的重要指标［13］。本研究结果显示，治

疗后观察组患者 Hcy、NSE 以及 S100-β均明显降低，

且低于对照组（P<0.05），表明氟西汀联合心理干预

能显著降低同型半胱氨酸等血清因子水平，这可能

是由于氟西汀能够通过减少神经系统突触前释放的

5- 羟色胺的再摄取，提高脑内 5- 羟色胺水平，从而

提升甲基化物含量，降低 Hcy 等血清因子的水平［14］。

NIHSS 评分是临床常用的评价脑卒中患者神经功能缺

损状态的重要指标，具有高准确度、高可信度等优

势。而 HAMD 是由 Hamilton 编制的用于评价抑郁严

重程度的指标，是精神科常用指标，其是以 7 分为界

限，7 分以下为正常，17 分以上为肯定存在抑郁。本

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NIHSS 评分以及

HAMD 评分明显降低，且更接近正常水平，治疗依

从性高于对照组，证实氟西汀能有效减轻神经功能

缺损，缓解患者抑郁情绪，提高临床治疗依从性。

综上所述，氟西汀能显著提高脑卒中后抑郁患

者大脑内 5- 羟色胺等神经递质水平，降低血清因子

水平，有效缓解患者抑郁情绪，提高临治疗依从性，

值得推荐。

参考文献

1. 杨伟毅，邹慧莉，胡晓辉 . 氟西汀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

对急性脑卒中后抑郁患者的认知功能、神经功能及血清

下转第 692 页

表1　两组患者血清因子水平比较（x±s）

组别 n
Hcy（umol/L） NSE（ug/L） S100-β（ng/L） NPY（p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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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17.86±1.70 15.06±1.49a 19.07±1.59 16.15±1.40a 1.79±0.22 1.33±0.17a 31.32±3.35 20.09±2.18

观察组 66 18.04±1.55 9.81±0.88a 18.96±1.68 12.18±1.16a 1.90±0.16 0.68±0.08a 31.55±3.14 14.81±1.50

t 0.6334 24.5991 0.3848 17.6842 3.2765 28.0679 0.4055 16.1704

P 0.5276 0.0000 0.7010 0.0000 0.0014 0.0000 0.6858 0.0000

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aP<0.05。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NIHSS评分及HAMD评分比较（x±
s，分）

组别 n
NIHSS HAMD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65 25.11±2.36 18.78±1.90b 21.76±2.08 13.32±1.39b

观察组 66 24.91±2.52 12.10±1.06b 21.38±2.25 8.75±0.78b

t 0.4687 24.8986 1.0033 23.2511

P 0.6401 0.0000 0.3176 0.0000

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bP<0.05。

表3　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比较（n，％）

组别 n 十分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治疗依从性

对照组 65 22（33.85） 23（35.38） 20（30.77） 45（69.23）

观察组 66 28（42.42） 35（53.03） 3（4.55） 63（95.45）

χ2 15.5585

P 0.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