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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健脾疏肝汤结合氟西汀治疗卒中后抑郁渊PSD冤的临床价值遥 方法 以随机数字表法将 201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0 月收治的 60 例 PSD渊肝郁脾虚证冤患者分为对照组 30 例袁观察组 30 例袁对照组给予氟西汀治

疗袁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袁加用健脾疏肝汤治疗袁观察两组治疗前尧治疗 8 周后抑郁程度尧生活活动能力尧神经
功能及血清 5-羟色胺渊5-HT冤尧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渊NSE冤尧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渊BDNF冤水平变化袁并记录不

良反应发生情况遥 结果 治疗前袁两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渊HAMD冤尧Barthel 指数渊BI冤评分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渊P>0.05冤袁治疗 8 周后袁观察组 HAMD 评分与同期对照组比较袁明显较低袁BI 评分与同期对照组比较袁明显较

高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治疗前袁两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渊NIHSS冤尧改良 Rankin 量表渊mRS冤评
分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治疗 8 周后袁观察组上述评分与同期对照组比较袁明显较低袁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渊P<0.05冤曰治疗前袁两组血清 5-HT尧NSE尧BDNF 水平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治疗 8 周后袁观察组

上述指标情况与同期对照组比较袁明显较好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观察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 13.33%袁
与对照组 6.67%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结论 健脾疏肝汤结合氟西汀治疗肝郁脾虚型 PSD袁可有效

减轻患者抑郁症状袁改善患者神经功能袁提高患者生活活动能力袁并能调节血清 5-HT尧NSE尧BDNF 水平袁且安全
性高袁值得推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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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value of Jianpi Shugan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fluoxetine in the treat鄄

ment of post-stroke depression (PSD). Methods A total of 60 patients with PSD (liver stagnation and spleen deficiency
syndrom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6 to October 2018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鄄

servation group using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3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fluoxetin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Jianpi Shugan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fluoxetine. The de鄄

pression degree, life activity ability, nerve function, and changes in levels of serum 5-hydroxytryptamine (5-HT), neuron-

specific enolase (NSE) and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 were observed before and after 8 weeks of treat鄄
ment in the two groups, and the incidences of adverse events were recorded.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cores of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 and Barthel Index (BI)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After 8 weeks of treatment, the HAMD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during the same period, and the BI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during the same period,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cores of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 and Modified Rankin Scale (m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After 8 weeks of treatment, the above two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Before treat鄄

[基金项目] 浙江省中医药科技计划项目渊2017ZB087冤
银

通讯作者
CHINA MODERN DOCTOR Vol. 59 No. 30 October 2021

13

窑论

中国现代医生 2021 年 10 月第 59 卷第 30 期

著窑

men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s of serum 5-HT, NSE and BDNF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0.05). After 8 weeks of treatment, the above three indicator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total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13.33%, and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6.67%, without significant dif鄄
ference(P>0.05). Conclusion Jianpi Shugan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fluoxetine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the symptoms of

depression, improve the neurological function, and strengthen the life activity ability of the patients with PSD (liver
stagnation and spleen deficiency syndrome), and also regulate the levels of serum 5 -HT, NSE and BDNF, with high
safety. It is worthy of promotion.

[Key words] Post-stroke depression; Fluoxetine; Jianpi Shugan Decoction; Neurotransmitter; Neurotrophic factor

卒中后抑郁渊Post stroke depression袁PSD冤是临床

较为常见的情感障碍综合征袁患者以兴趣下降尧情绪低
落尧思维迟钝为主要表现袁部分患者可出现躯体症状袁

有数据显示袁卒中患者 5 年内 PSD 发生率达 31% 遥 PSD
[1]

不仅影响患者预后袁降低患者生活质量袁且会增加卒

娠期尧哺乳期女性曰余恶性肿瘤者遥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渊性别尧年龄尧卒中类型尧病程冤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渊P>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见表 1遥
1.2 方法

两组均给予脑卒中及高血压尧糖尿病等基础疾病

中后病死率袁及时有效治疗该症至关重要 遥 目前 PSD

治疗袁对照组加盐酸氟西汀胶囊渊礼来苏州制药有限

药袁对改善抑郁症状有积极作用袁但单纯使用氟西汀

口服袁1 次/d袁连续治疗 8 周遥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袁

[2]

以药物治疗为主袁氟西汀是在临床广泛运用的抗抑郁
治疗 PSD袁作用机制单一袁部分患者难以获得满意疗
效遥 近年来袁随着中医理论不断完善袁中医药治疗 PSD

的优势日益凸显袁本研究通过比较袁探讨了健脾疏肝
汤结合氟西汀在 PSD 治疗中的价值袁现报道如下遥

公司袁批准文号 J20130010袁规格院20 mg/粒冤袁20 mg/次袁
加用健脾疏肝汤袁方药院茯苓 20 g袁白术 15 g袁丹参 15 g袁
白芍 15 g袁柴胡 12 g袁川芎 12 g袁郁金 12 g袁香附 12 g袁
苍术 12 g袁枳壳 10 g袁陈皮 6 g袁川楝子 6 g袁甘草 6 g遥
药物由浙江中医药大学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提供袁所用

中药均为标准汤剂 200 mL袁由医院煎药室统一熬制遥
1 剂/d袁早晚分服袁连续治疗 8 周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0 月收治的 PSD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淤抑郁程度院采用 HAMD 对患者治疗前尧治疗

患者 60 例为研究对象袁研究获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

8 周后抑郁程度予以评估袁量表共包含 17 个条目袁分

观察组 30 例遥 纳入标准院淤年龄 18~80 岁曰于符合

可能抑郁袁总分 18~24 分为肯定有抑郁袁总分跃24 分

审批遥 以随机数字表法将 60 例患者分为对照组 30 例袁
PSD 诊断标准 曰盂符合中医肝郁脾虚证型标准渊精神
[3]

抑郁袁思维迟钝袁兴趣索然袁烦闷浮躁袁性欲减退袁失眠
善忘袁食欲下降袁胸胁胀满袁腹胀腹痛袁面色萎黄袁大便
溏薄袁舌淡苔白袁脉弦滑或弦细冤 曰榆汉密尔顿抑郁量
[4]

表渊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袁HAMD冤逸18 分曰虞意识
清楚袁无交流尧视听障碍曰愚既往无精神病史曰舆签署

知情同意书遥 排除标准院淤合并其他精神疾病者曰于对
本研究药物有过敏史或过敏体质者曰盂重要脏器严重
功能不全者曰榆有药物尧酒精依赖史者曰虞合并血液尧
免疫系统疾病者曰愚1 个月内有抗抑郁治疗史者曰舆妊

值范围 0~54 分袁总分约7 分为无抑郁袁总分 7~17 分为

为严重抑郁 [5]遥 于生活活动能力院采用 Barthel 指数
渊Barthel index袁BI冤对患者治疗前尧治疗 8 周后生活活
动能力予以评估袁BI 量表共包含 10 个条目袁分值范围
0~100 分袁分值越高袁生活活动能力越强[6]遥 盂神经功
能院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渊National in鄄

stitute of health stroke scale袁NIHSS冤尧改良 Rankin 量表

渊Modified Rankin scale袁mRS冤对治疗前尧治疗 8 周后

患者神经功能予以评估袁NIHSS 量表共 15 个条目袁分
值范围 0~42 分[7]曰mRS 量表包含 7 个等级袁分值范围

0~6 分袁两量表分值越低袁神经功能情况越好[8]遥 榆血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n

观察组

30

对照组
字2/t 值
P值

14

30

性别
男

女

14

16

17

13
0.267
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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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渊x依s袁岁冤
51.76依4.88
52.13依4.96
0.291
0.772

卒中类型
脑出血

脑梗死

8

22

6

24

0.093
0.760

病程渊x依s袁月冤
3.54依0.71
3.58依0.75
0.212
0.833

窑论

中国现代医生 2021 年 10 月第 59 卷第 30 期

著窑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尧治疗 8 周后 HAMD尧BI 评分比较渊x依s袁分冤
组别

n

观察组

30

对照组
t值

30

HAMD 评分

治疗前

治疗 8 周后

21.27依3.19

12.85依1.94

21.48依3.25
0.253

10.64依1.83
4.539

0.802

P值

t值

15.919
12.352

P值

0.000

BI 评分

治疗前

治疗 8 周后

58.03依6.49

68.39依6.77

57.31依6.52

0.000

0.429

0.000

0.670

74.35依6.98

t值

P值

9.772

0.000

6.051

3.357

0.000

0.001

表 3 两组患者治疗前尧治疗 8 周后 NIHSS尧mRS 评分比较渊x依s袁分冤
组别

n

观察组

30

对照组
t值

30

NIHSS 评分

治疗前

治疗 8 周后

11.42依1.71

6.49依0.65

11.36依1.75
0.134

5.84依0.67

0.894

P值

3.814

t值

16.135
14.761

P值

0.000

mRS 评分

治疗前

治疗 8 周后

2.39依0.47

0.95依0.27

2.41依0.45

0.000

0.168

0.000

0.867

0.76依0.22

t值

P值

18.042

0.000

14.551

2.988

0.000

0.004

清 5-羟色胺渊5-hydroxytryptamine袁5-HT冤尧神经元特

表 4 两组患者治疗前尧治疗 8 周后血清 5-HT尧NSE尧BDNF 水平比较

神经营养因子渊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袁BD鄄

组别

异性烯醇化酶渊Neuron-specific enolase袁NSE冤尧脑源性

渊x依s冤

n

NF冤水平院采集患者治疗前尧治疗 8 周后 4 mL 肘静脉血

观察组

时间 12 min冤后袁分离血清袁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对

t值

渊空腹状态冤袁离心处理渊半径 10 cm袁速率 3500 r/min袁

5-HT尧NSE尧BDNF 水平予以测定遥 虞不良反应院记录
两组用药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遥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6.0 统计学软件对本研究数据进行分

析袁计量资料以均数依标准差渊x依s冤表示袁采用独立样

本 t 检验曰计数资料以[n渊%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字2
检验袁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2 结果

30

治疗前

治疗 8 周后
P值
治疗前

NSE渊ng/mL冤 BDNF渊ng/mL冤

97.63依9.25

21.37依4.21

22.56依4.38

31.392

13.909

11.436

216.74依18.61
30

对照组

5-HT渊ng/L冤

治疗 8 周后

9.85依1.69

0.000

0.000

21.08依4.15

21.97依4.51

27.774

10.758

7.407

12.14依1.87

0.000

P值

0.609

4.976

0.002

P 治疗后组间比较值

0.514

0.789

3.297

t 治疗后组间比较值

0.000

0.269

0.732

P 治疗前组间比较值

31.34依5.26

0.000

0.344

t 治疗前组间比较值

0.000

98.47依9.65

201.23依17.82

t值

36.74依5.19

4.003

0.000

0.000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尧治疗 8 周后 HAMD尧BI 评分比较

2.4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学意义渊P>0.05冤袁治疗 8 周后袁上述评分与本组治疗

6.67%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5遥

治疗前袁两组 HAMD尧BI 评分比较袁差异无统计

观察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 13.33%袁与对照组

前比较袁有明显改善袁组间比较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渊P<0.05冤遥 见表 2遥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尧 治疗 8 周后 NIHSS尧mRS 评分
比较

治疗前袁两组 NIHSS尧mRS 评分比较袁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渊P>0.05冤袁治疗 8 周后袁上述评分与本组治疗

表 5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n渊%冤]
n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字2 值

30
30

头痛

失眠

恶心

总发生

1渊3.33冤

0

3渊10.00冤

4渊13.33冤

1渊3.33冤

1渊3.33冤

0

2渊6.67冤
0.185
0.667

P值

前比较袁有明显下降袁组间比较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渊P<0.05冤遥 见表 3遥

3 讨论

BDNF 水平比较

化递质学说尧神经解剖学说尧内分泌学说尧神经基因遗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尧治疗 8 周后血清 5-HT尧NSE尧
治疗前袁两组血清 5-HT尧NSE尧BDNF 水平比较袁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治疗 8 周后袁上述指标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袁有明显改善袁组间比较袁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4遥

PSD 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清楚袁目前存在神经生

传学说及社会心理学说等理论袁一般认为该症是多种

机制共同作用所致[9-10]遥 临床治疗 PSD 方法较多袁包括
心理治疗尧药物治疗尧物理治疗等袁其中以药物治疗为

主[11]遥 氟西汀是临床常用抗抑郁药袁作为选择性5-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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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摄取抑制剂袁其能有效阻断突触前膜 5-HT 的再摄取袁

确切遥 考虑原因为健脾疏肝汤从脏腑辨证着手袁通过

但单纯使用氟西汀治疗存在一定不足袁中医对于抑郁

汀结合袁可标本兼顾袁发挥良好协同效应袁进一步增强

治疗有较丰富经验袁可考虑在氟西汀基础上加用中医

疗效遥 研究指出袁PSD 患者抑郁程度与神经功能及生

从而使 5-HT 水平及作用增加袁起到抗抑郁作用[12-13]遥

药治疗遥

中医将 PSD 归于野郁证冶野脏躁冶等范畴袁叶古今医

统大全窑郁证门曳云野郁为七情不舒袁遂成郁结袁既郁之
久袁变病多端冶[14]袁古代医家认为五脏病变是导致郁证

重要原因之一袁叶杂病源流犀烛曳曰野诸郁袁脏气病也袁
其源本于思虑过深袁更兼脏气弱袁故六郁之病生焉冶[15]袁
叶医碥曳中有野郁则不舒袁肝木之病冶记载[16]遥 肝郁脾虚

是 PSD 重要病机袁因中风内伤袁加之情志不遂尧劳逸
失度袁而致脏腑阴阳失调袁肝气郁结袁而失疏泄袁脾气

改善肝郁尧脾虚袁使气机血液通达袁心神安宁袁与氟西

活活动能力具有相关性[24]遥 本研究中袁观察组治疗后
BI尧NIHSS尧mRS 评分情况均优于同期对照组袁提示健
脾疏肝汤结合氟西汀在改善患者神经功能及生活活

动能力方面有积极意义袁考虑原因为该治疗方案能更
有效改善患者病情袁 减少抑郁症状对预后康复的影
响袁另一方面袁部分中药所含化学成分能抑制神经细
胞袁起到一定神经保护作用遥 研究发现袁神经递质与神

经营养因子与 PSD 的发生尧发展有密切关联[25]遥 5-HT
属吲哚衍生物袁在神经突触及大脑皮层内有较高含量袁

亏虚袁而失健运袁肝为将军之官袁脾为后天之本袁肝郁

作为抑制性神经递质袁其具有调节情绪尧记忆力及精

脾虚袁可致气机不畅袁津液内停袁血凝成瘀袁瘀浊之邪

力等作用曰BDNF 是一种具备神经营养功能的蛋白

上扰清窍袁发为抑郁遥 对于该证型患者袁治疗当以疏

质袁能增强神经突触可塑性袁促进神经发生及神经细

肝尧健脾尧行气尧活血为主遥

胞生存曰NSE 作为参与糖酵解途径的烯醇化酶在卒

本研究所用健脾疏肝汤袁方中茯苓具有健脾宁心尧

中发生后可大量释放入血袁是反映脑损害的重要指标袁

心除烦尧通经活血尧祛瘀止痛袁白芍有养血平肝尧调经

有报道证实袁其表达与抑郁形成及进展有关[26]遥 本研

止痛功效袁柴胡能疏肝升阳尧和解表里袁川芎可行气活

组袁可能与部分中药具有调节神经递质尧神经营养因

利水渗湿之效袁白术能健脾益气尧利水燥湿袁丹参可清

血尧祛风止痛袁郁金尧香附均有清心解郁之效袁苍术可
健脾燥湿袁枳壳能理气宽中袁陈皮有健脾理气尧燥湿化

究中袁观察组治疗后上述指标情况明显优于同期对照

子袁保护神经功能等药理活性有关遥 本研究还显示袁两
组均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袁总发生率无明显差异袁提示

调和诸药遥 诸药合用袁共奏健脾疏肝尧理气化瘀尧清心

健脾疏肝汤结合氟西汀治疗 PSD 具有较高安全性遥

解郁之效遥

汤结合氟西汀治疗袁可明显改善抑郁症状袁减少神经

痰功效袁川楝子可清肝火尧除湿热袁甘草能补脾益气尧

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袁茯苓中所含茯苓素具有利

综上所述袁肝郁脾虚型 PSD 患者接受健脾疏肝

尿作用袁茯苓醇尧茯苓多糖成分可起到保肝效果袁茯苓

功能缺损袁增强生活活动能力袁同时能调节血清 5-HT尧

芋成分可抑制神经细胞凋亡袁产生神经保护效果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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