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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曲林辅助治疗室性心律失常患者的效果及对负面情绪的影响

赵素贞 1 、 谢桥涛 2 、 牛方卿 3 、 丁红运 2 

【摘要】目的　探究舍曲林辅助治疗室性心律失常患者的效果及对负面情绪的影响。方法　选

取 2017 年 6 月～2019 年 10 月期间 90 例室性心律失常患者，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对照组 45 例

给予胺碘酮治疗，观察组 45 例增加舍曲林辅助治疗，2 个月后，对比两组患者室性心律失常次数、

心律变异性指标、焦虑抑郁情绪、睡眠质量及不良反应。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室性心律失常次数、

HAMA、HAMD、PSQI 评分低于对照组，SDNN、SDANN、RMSSD、PNN50 均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8.89％高于对照组 6.6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结论　舍曲林辅助治疗室性心律失常患者，可降低室性心律失常次数，促进心功能恢复，

改善焦虑抑郁负面情绪，药物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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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sertraline in patients with ventricular arrhythmia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ir negative emotions
　　ZHAO Suzhen，XIE Qiaotao，NIU Fangqing，et al. Department of Cardiovascular Medicine，Shaoling District 
People's Hospital of Luohe City，Luohe 462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sertraline in adjuvant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ventricular ar-

rhythmia and its influence on negative emotions. Methods　From June 2017 to October 2019，90 patients with ven-

tricular arrhythmia were selected and grouped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45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amiodarone，and 45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adjuvant sertraline. 

Two months later，the number of ventricular arrhythmia，heart rhythm variability indicators，anxiety and depression，

sleep quality and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number 

of ventricular arrhythmias，HAMA，HAMD，and PSQI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SDNN，SDANN，RMSSD，and PNN50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8.89％，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6.67％）in the con-

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Sertraline adjuvant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ventricular arrhythmia can reduce 

the frequency of ventricular arrhythmia，promote heart function recovery，improv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nd negative 

emotions with high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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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性心律失常主要包括心室颤动（室颤）、室性

心动过速（室速）、室性早搏（室早），多发生于确诊

的离子通道病和结构性心脏病患者，常见于冠心病、

心肌梗死、严重低钾等疾病［1］。室性心律失常患者

在发病时常伴有强烈的濒死恐惧感和疼痛，交感神

经被过度激活，导致心肌耗氧量增加，容易出现不

同程度的焦虑抑郁情绪，加重患者病情［2］。对室性

心律失常患者进行常规治疗的同时辅助抗抑郁、抗

焦虑药物治疗，可改善患者心血管预后，也具有调

节焦虑抑郁负面情绪的作用［3］。鉴于此，本研究观

察舍曲林辅助治疗室性心律失常患者的效果及对负

面情绪的影响，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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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6 月～2019 年 10 月期间 90 例室

性心律失常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字表法

分组，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 45 例，男 25
例，女 20 例，年龄在 45～62 岁之间，平均（53.50
±4.20）岁，病程 1～10d，平均（5.50±2.24）d，其

中室早 30 例，室速 13 例，室颤 2 例；观察组 45 例，

男 26 例，女 19 例，年龄在 46～63 岁之间，平均

（54.52±4.21）岁，病程 2～9d，平均（5.51±0.25）

d，其中室早 31 例，室速 11 例，室颤 3 例。纳入标

准：所有患者均符合室性心律失常诊断标准［4］，心律

失常频率 >100 次 /min，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 8 分，所有患者及家属知情并签订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合并严重肝肾功能不全，恶性肿瘤，自身

免疫性疾病，患有脑器质性病变，睡眠呼吸暂停综

合征，对本研究药物过敏者。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

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胺碘酮治疗，盐酸胺碘酮片（国药

准字：H19993254），规格：0.2g} 口服，0.2g/ 次，1 次

/d，每周停药 2d，持续治疗 2 个月。

观察组增加舍曲林辅助治疗，盐酸舍曲林片（国

药准字：H10980141，规格：50mg）口服，初始剂量

为 50mg/ 次，1 次 /d，如 1 周后症状未好转，增加剂

量至 200mg/d，持续治疗 2 个月。

1.3　观察指标

（1）室性心律失常次数：治疗前后采用百慧动

态心电图分析仪 CT-086S 心电图检测仪记录 24h 室

性心律失常次数。

（2）心律变异性指标：治疗前后 24h 采用百慧

动态心电图分析仪 CT-086S 检测 SDNN、SDANN、

RMSSD、PNN50。

（3）焦虑、抑郁情绪：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

表（HAMA）评估患者焦虑情绪，其中包含认知功

能、焦虑心境、感觉系统症状等 14 个方面，总分

≥ 29 分，严重焦虑；总分≥ 21 分，明显焦虑；总分

≥ 14 分，肯定有焦虑；总分 >7 分，可能有焦虑；总

分 <7 分，没有焦虑症状；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评估抑郁情绪，其中包含全身症状、工作

和兴趣、自知力等 17 个方面，总分 >35 分，严重抑

郁症；20-35 分，肯定有抑郁症；8-20 分，可能有抑

郁症；总分 <8 分，正常。

（4）睡眠质量：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PSQI）评估患者睡眠质量，其中包含睡眠质量、入

睡时间、睡眠时间等 7 个方面，总分范围为 0-21 分，

分数越高代表睡眠质量越差。

（5）不良反应：在治疗过程中观察两组患者发

生皮疹、视力模糊、呼吸困难不良反应及不良反应

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将本研究 90 例室性心律失常患者治疗前后数据

采用 SSPS21.0 统计软件分析，计数资料数据用（％）

表示，比较用 χ2 值检验，计量资料数据用（x±s）
表示，比较用 t 检验，P<0.05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室性心律失常次数对比

治疗前两组患者室性心律失常次数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室性心律失常次数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室性心律失常次数对比（x±s，次）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45 26.40±5.49 3.30±0.53*

对照组 45 26.42±5.51 7.89±0.55*

t 0.0172 40.3121

P 0.9863 0.0001

注：与治疗前相比，*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律变异性指标对比

治疗前两组患者心律变异性指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 SDNN、SDANN、

RMSSD、PNN50 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焦虑抑郁情绪、睡眠质

量对比

治疗前两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睡眠质量，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 HAMA、

HAMD、PSQI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3。

2.4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对比

在治疗过程中观察组发生皮疹 2 例，视力模糊 1
例，呼吸困难 1 例，其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8.89％；对

照组发生皮疹 1 例，视力模糊 1 例，呼吸困难 1 例，

其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6.67％；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

率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1 年第 48 卷第 4 期- 702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3　讨论

室性心律失常包包括室早、室速和室颤［5］。因

室性心律失常疾病容易反复发作，症状表现较为强

烈，加之住院等因素，患者易产生焦虑抑郁情绪，

进而影响患者睡眠，降低治疗依从性，不利于病情

康复［6］。室性心律失常发病时会过度激活患者的交

感神经，造成冠状动脉收缩，加强心肌耗氧量，进

一步加重心室负荷程度，使病情恶化。

心律变异性（HRV）是定量评估心脏交感神经、

迷走神经张力及平衡性和反映自主神经活性，是预

测心律失常和心脏性猝死的重要指标［7］。本研究显

示，对照组室性心律失常次数、SDNN、SDANN、

RMSSD、PNN50 均优于治疗前，采用胺碘酮治疗可

降低心律失常次数，提升 HRV，促进心脏自主神经

恢复。分析认为，胺碘酮属于Ⅲ类的抗心律失常药，

通过对心肌传导纤维和心房的快钠离子内流的抑制，

降低窦房结自律性；延长心肌组织的有效不应期和动

作电位时程，减缓传导，有助于消除折返激动，有

效控制室性早搏和室性心动过速［8］。胺碘酮口服清

除速度和起效速度较为缓慢，需持续服用数天才起

效，负荷量越大起效越快［9］。对照组采用胺碘酮治

疗可降低交感神经活性，改善心脏功能，但对负面

情绪改善效果不显著。

本研究还发现，观察组室性心律失常次数、

SDNN、SDANN、RMSSD、PNN50、HAMA、HAMD、

PSQI 评分均优于对照组，提示经舍曲林联合胺碘酮

治疗，可促进心脏功能恢复，降低负面情绪，提高

睡眠质量。分析认为，舍曲林通过抑制中枢神经元

5-HT 重摄取，改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10］。还通过降

低神经元终末端突触上 5-HT 受体敏感性，促进了

5-HT 受体的功能恢复，降低了自主神经和交感神经

的兴奋性，进而降低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改善患者

睡眠质量［11］。本结果显示，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高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提示加用舍曲林安全性高。

但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包括样本量较少，观察时

间短，还有一些影响室性心律失常合并情绪障碍患

者病情转归的因素如个性因素、社会经济支持情况

的影响也无法完全排除；后期研究应丰富患者相关资

料，增大样本量，延长观察时间，减少其他因素对

本研究的影响，进一步提高研究可信度。

综上所述，舍曲林和胺碘酮联合使用对室性心

律失常患者治疗，可降低室性心律失常次数，降低

迷走神经活性，提高 HRV 水平，促进心功能恢复，

改善焦虑抑郁负面情绪，药物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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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心律变异性指标对比（x±s）

组别 n
SDNN（ms） SDANN（ms） RMSSD（ms） PNN50（％）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45 95.48±12.07 132.51±20.73＊ 82.72±10.64 121.69±24.65＊ 18.63±8.72 32.58±14.22＊ 6.81±2.40 15.88±7.24＊

对照组 45 95.51±12.10 105.88±20.70＊ 82.75±10.69 97.64±24.51＊ 18.67±8.75 25.32±14.20＊ 6.84±2.41 10.39±7.18＊

t 0.0118 6.0979 0.0133 4.6411 0.0217 2.4234 0.0592 3.6118

P 0.9906 0.0001 0.9894 0.0001 0.9827 0.0174 0.9530 0.0005

注：与治疗前相比，＊P<0.05。

表3　HAMA、HAMD、PSQI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n
HAMA HAMD PSQI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45 21.57±2.40 7.49±2.31☆ 22.44±3.79 8.63±2.16☆ 17.34±3.50 5.46±2.10☆

对照组 45 21.55±2.42 15.87±2.35☆ 22.50±3.81 16.34±2.27☆ 17.35±3.51 10.75±2.17☆

t 0.0394 17.0594 0.0749 16.5059 0.0135 11.7514

P 0.9687 0.0001 0.9405 0.0001 0.9892 0.0001

注：与治疗前相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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