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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罗西汀治疗卒中后抑郁、焦虑效果及对血清细胞因子水平影响

夏海清 1 、 潘　燕 2 、 杨海霞 1 、 米婷婷 1

【摘要】 目的　分析帕罗西汀对脑卒中后焦虑抑郁患者负性情绪及血清细胞因子水平的影响。

方法　111 例脑卒中后焦虑抑郁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对照组 �� 例给予盐酸舍曲林治疗，观

察组 �6 例使用帕罗西汀治疗，对比治疗后临床疗效、神经功能、焦虑抑郁情绪、血清细胞因子水平

变化及安全性。结果　观察组治疗后总有效率及 �-HT 水平高于对照组，NIHSS、HAMD、HAMA 评

分及 Hcy、IL-1 水平低于对照组（P< 0.0�）；不良反应发生率 �.9�％低于对照组 12.��％（P> 0.0�）。

结论　帕罗西汀较之舍曲林能更有效改善卒中后抑郁患者炎性因子失衡状态，改变神经生物学特性，

促进神经递质传递及神经功能恢复，消除焦虑抑郁负性情绪，安全性高，效果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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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aroxetine on post-strok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nd its effect on serum cytokine levels 
　　XIA Haiqing，PAN Yan，YANG Haixia，et al. Nanyang Central Hospital，Nanyang 47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hanges of negative emotion and serum cytokine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fter stroke using paroxetine. Methods　A total of 111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anxiety and de-

pression in our hospital were enrolled and divided in two groups by random number table.55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sertraline hydrochloride，and 56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paroxetine. After 

treatment，clinical efficacy，neurological function，anxiety and depression Changes in mood，serum cytokine lev-

els，and safety.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and 5-HT level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NIHSS，HAMD，HAMA scores and Hcy and IL-1 levels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8.93％，which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Group（12.73％，P>0.05）. Conclusion　Paroxetin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imbalance of inflam-

matory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change neurobiological properties，promote neurotransmitter 

transmission and recovery of neurological function，eliminate negative emotion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and have 

high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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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中是临床常见急性脑血管疾病，发病率高，

具有致残致死率高特点，主要是由于脑部血管突然

堵塞或破裂，导致脑部组织缺血缺氧而引起脑组织

损伤的一组疾病［1］。患者极易出现焦虑抑郁情绪，

表现为情绪低落、失眠、兴趣缺乏、悲观等症状体

征，严重时甚至出现轻生、自杀念头，严重威胁患

者生命安全，不利于预后。帕罗西汀都是常用的治

疗抑郁的药物，但是其治疗卒中后抑郁的效果尚需

进一步研究。该研究旨在观察帕罗西汀治疗卒中后

抑郁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 年 6 月 ~2017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111
例脑卒中后焦虑抑郁患者，经脑血管造影、头颈部

磁共振血管造影、高分辨磁共振成像等检查确诊符

合脑卒中及焦虑抑郁诊断标准［2-3］，汉密尔顿焦虑量

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14 分，汉密顿

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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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排除药物禁忌症，依从性差不能配合治疗患者，治

疗前 30d 采用其他方案或药物治疗者，严重肝肾功

能不全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对照组 55
例，其中男 35 例，女 20 例；年龄 61~73 岁，平均

（66.89±6.61）岁；病程 2~5 月，平均（3.51±0.55）

月；合并糖尿病者 27 例，高血压者 31 例，冠心病者

19 例。观察组 56 例，其中男 33 例，女 23 例；年龄

60~75 岁，平均（66.93±6.65）岁；病程 2~5 月，平

均（3.46±0.52）月；合并糖尿病者 28 例，高血压者

29 例，冠心病者 21 例。两组患者资料对比，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抗凝、活血化瘀、脱水、降

纤等基础治疗，对照组患者加用盐酸舍曲林（国

药准字 H10980141）口服，50mg/ 次，1 次 /d；观察

组患者在基础治疗上加用盐酸帕罗西汀（国药准字

H10950043）口服，20mg/ 次，1 次 /d，两组患者均

于治疗 4 周后对比疗效。

1.�　观察指标

（1）临床疗效 依据 HAMD 及 HAMA 评分变化

评价，治愈：HAMD 及 HAMA 评分减少率 >75％；显

效：HAMD 及 HAMA 评分减少率 50％~75％；有效：

HAMD 及 HAMA 评分减少率 25％~74％；无效：未到

有效标准［4］；疗效指数 =（治疗后评分 - 治疗前评分）

／治疗前评分 ×100％；（2）神经功能及焦虑抑郁情

绪改善效果：分别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

表（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

HAMD 及 HAMA 评分评价，NIHSS 评分包括 8 项，

总分 24 分，HAMD 评分 17 项，总分 50 分，HAMA

评分 14 项，总分 56 分，均为分数越高，症状越严

重［5］；（3）血清细胞因子水平变化：采用酶联免疫吸

附法检测 、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白

细胞介素 -１（interleukin-1，IL-１）及５- 羟色胺

（5-hydroxytryptamine，5-HT）水平变化；（4）安全

性：记录并对比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

1.4　统计方法

文中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

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 χ2 值进行检验，计

量资料采用（x±s）表示、t 检验，P<0.05 认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疗效

观察组治愈 34 例，显效 13 例，有效 5 例，无效

4 例，总有效率 92.86％（52/56），对照组组治愈 28
例，显效 12 例，有效 4 例，无效 11 例，总有效率

80.00％（44/5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3.9246，

P=0.0476<0.05）。

2.2　神经功能及焦虑抑郁情绪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 NIHSS、HAMD、HAMA 评分

均明显降低，观察组患者降低效果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NIHSS、HAMD及HAMA评分对比

（x±s，分）

组别 时间 NIHSS HAMD HAMA

对照组（n=55）治疗前 18.16±3.66 18.77±1.61 15.96±1.26

治疗后 12.01±1.02A 6.99±1.11A 8.03±1.19A

观察组（n=56）治疗前 18.21±3.69 18.81±1.59 15.98±1.31

治疗后 5.12±0.90AB 3.68±0.88AB 4.26±1.02AB

注：与治疗前比较，AP<0.05；与对照组比较，BP<0.05。

2.�　血清细胞因子水平比较

观察组治疗后 Hcy、IL-1、5-HT 水平改善效果

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Hcy、IL-1、5-HT水平对比（x±s）

组别 时间 Hcy（μmol/L）IL-1（pg/mL） 5-HT（ng）

对照组（n=55）治疗前 19.33±1.19 26.08±3.20 331.26±88.23

治疗后 16.46±0.90* 22.36±2.51* 599.93±121.69*

观察组（n=56）治疗前 19.35±1.21 26.09±3.23 332.06±88.30

治疗后 13.23±0.61*# 19.56±2.16*# 671.03±130.21*#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4　安全性

观察组出现食欲不振 1 例，乏力 1 例，口干舌

燥 2 例，便秘 1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 8.93％（5/56），

对照组出现便秘 1 例，口干舌燥 2 例、食欲不振 3
例，头晕 1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 12.73％（7/55），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4153，P=0.5193>0.05）。

3　讨论

近年来，脑血管疾病发病率逐年提升，已成为

威胁我国人群心身健康的首位原因。脑卒中并发症

较多，卒中后抑郁是其中较为常见一种，发病率约

为 40％~50％［6］，对于患者神经功能恢复有着严重

影响。目前认为卒中后抑郁可能与以下因素有着重

要关联：（1）内分泌紊乱，5-HT、多巴胺等神经递

质传递受阻；（2）工作能力丧失、经济负担过重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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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心理压力过大；（3）神经生物学改变；（4）炎性因

子表达失衡［7］。

脑卒中发病后，由于脑组织受到损伤，导致

5-HT 及 NE 间平衡失调，两者间神经通路受阻，水

平降低，皮质激素过渡分泌，引起焦虑抑郁发生。

该研究显示，卒中后抑郁发病后 Hcy 及 IL-1 呈现高

水平表达，5-HT 为低水平表达，提示卒中后抑郁患

者机体有明显的神经递质缺乏、炎性因子失衡及神

经生物学改变现象［8］。患者脑组织受损后，Hcy 高水

平表达引起神经生物学变化，损伤神经细胞，引起

神经功能损害，加之脑组织受损，5-HT 水平改变，

进一步加重这一病理变化，促使临床症状加重，应

激状态下，直接导致 IL-1 合成、释放增加，促使吲

哚胺 2，3 二氧化酶激活，改变 5-HT 的密度、功能

及浓度。

本研究发现：两组患者治疗后，Hcy 及 IL-1 水

平均明显降低，5-HT 水平显著提升，证实盐酸舍

曲林及帕罗西汀均能够通过改善 Hcy、IL-1 及 5-HT

水平改善患者负性情绪，但观察组患者改善效果显

著优于对照组患者，提示相较于盐酸舍曲林，帕罗

西汀对于神经递质、生物学改变及炎性因子改善

效果更为明显。本研究还发现：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NIHSS、HAMD 及 HAMA 评分均明显降低，且降低

幅度均优于对照组患者，临床疗效总有效率高于对

照组，提示帕罗西汀治疗卒中后抑郁效果优于对照

组患者。原因可能是帕罗西汀可以是通过对神经元

突触前膜进行抑制，发挥改变 5-HT 再摄取，提升

5-HT 浓度，促进神经传递，作用优于盐酸舍曲林［9］。

刘德芳等［10］学者研究也发现：老年脑卒中抑郁患者

应用帕罗西汀治疗后，患者５-HT 、IL-１ 、Hcy 水

平均显著改善，其改善效果与该研究相当，证实帕

罗西汀应用于卒中后抑郁效果。抗抑郁药物能够有

效改善患者症状体征，消除负面情绪［11］。

本研究显示：两组患者治疗后虽有不良反应发

生，但均为轻微一过性不良反应，未出现严重不良

反应，且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患者，在给予

减量、停服或延长饭后服用时间等措施后均显著缓

解，提示盐酸帕罗西汀应用于临床有着较高安全性，

临床分析认为，帕罗西汀的含药层为亲水基质，药

物性能更利于释放，减少食物及酸类物质的影响，

进而有效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12］。

该研究亦有不足之处，样本量少，随访时间短，

对于患者长期疗效并无统计，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

究，可能使结果产生偏差，而且药物剂量相对较低，

很多影响因素如经济压力、社会支持等也不能完全

控制，需要进一步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综上所

述，帕罗西汀治疗治疗卒中后抑郁效果显著，其机

制与改善炎性因子失衡、神经生物学改变促进神经

递质传递有关，有效改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促进

神经功能恢复，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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