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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区医院的老年轻度认知障碍的整体治疗

佟久芬 1 、 于秀萍 1 、 张新春 2 、 王金朋 1 、 陶秀娟 1

【摘要】目的　探讨药物和多领域认知训练结合的整体治疗对老年轻度认知障碍（MCI）的疗效。 

方法　以唐山市 4 个卫生服务中心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收集的 195 例老年轻度认知障碍患者为

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药物组（多奈哌齐 5mg/ 晚），干预组（多领域认知训练）和整体治疗组（多奈哌

齐 5mg/ 晚 + 多领域认知训练），每组 65 例，治疗疗程为 12 周，干预前后采用可重复的成套神经心理

状态测量 A 套测试手册（RBANS）进行认知功能测评，并比较各组治疗前后认知功能的变化。结果

　治疗前各组 RBANS 总分、即刻记忆、空间结构、注意力、言语功能、延迟记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 0. 05）。治疗后，各组 RBANS 总分、即刻记忆、空间结构、注意力、延迟记忆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 0. 05），整体治疗组 RBANS 总分、即刻记忆、空间结构、延迟记忆均高于药物组和干预

组（P< 0. 05），整体治疗组注意力分数高于药物组（P< 0. 05）。结论　多奈哌齐结合多领域认知训练

的整体治疗对老年轻度认知障碍疗效确定，可有效改善其认知功能和日常自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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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eatment of donepezil combined multi-domain cognitive training in patients with mild cognitive im-
pairment in community hospitals　TONG Jiufen，YU Xiuping，ZHANG Xinchun，et al. Department of Geriatrics，
Kailuan mental Health center，Hebei  06300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treatment of donepezil combined multi-domain cognitive training in pa-

tients with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 Methods　195 patients with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were collected 

from January 2013 to January 2016 in four community hospitals of Tangshan，which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drug 

group（donepezil 5mg/night），the intervention group（multi-domain cognitive training）and the overall treatment group

（donepezil 5mg/Night + multi-domain cognitive training），n=65 cases，treatment duration was 12 weeks. Outcomes 

were assessed by Repeatable Battery for the Assessment of NeumpsychoIogiral Status（RBANS）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cognitive function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RBANS score，immediate 

memory，spatial structure，attention，speech function，delayed memory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fore treat-

ment（P>0.05）. After treatment，the differences of RBANS score，immediate memory，spatial structure，attention，

memory latency in each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the RBANS score，immediate memory，spatial 

structure，are delayed memory in overall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drug group and interven-

tion group（P<0.05），the attention in overall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drug group（P<0.05）.

Conclusions　Donepezil combined multi-domain cognitive training were effective in treating patients with mild cogni-

tive impairment，which could improve cognitive function and daily living.

【Key words】 Senile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Donepezil；Multi-domain cognitive training；Community Hospital

老年人认知功能水平明显低于同龄人，但尚未

达到痴呆诊断标准时被视为轻度认知功能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1］。MCI 被认为是老年人

认知功能逐渐衰退的重要预测因素。每年约有 10％

~15％的 MCI 患者发展为阿尔茨海默病。MCI 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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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痴呆的发生与发展［2］。认知训练是近年来研究较

多的一种非药物且安全的认知干预方式，目的在于

重复执行一系列标准的任务以提高认知功能，有助

于延缓老年人的认知功能下降、预防老年痴呆的发

生和发展［3］。盐酸多奈哌齐是经 FDA 批准的一种可

逆的、相对特异性乙酰胆碱酶抑制剂，通过抑制脑

内乙酰胆碱酶，增加突触间隙乙酰胆碱水平，提高

记忆脑区的神经传导功能，从而增强大脑信息的传

递，起到改善大脑学习、记忆功能的作用，最终达

到改善痴呆患者的记忆力下降、生活能力减退等症

状［4］。本研究即分析多奈哌齐联合多领域认知训练

的整体治疗对 MCI 的疗效。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唐山市 4 个卫生服务中心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收集的 195 例老年轻度认知障碍患者为研究

对象，药物组（多奈哌齐 5mg/ 晚，共 12 周），干预

组（多领域认知训练，60min/ 次，2 次 / 周，共 24 次，

12 周）和整体治疗组（多奈哌齐 5mg/ 晚 + 多领域认

知训练，共 12 周）。每组 65 例。纳入标准［5］：①年

龄 65～75 岁；②受教育年限≥ 1 年，无视力、听力

严重下降（因认知训练中涉及到听说读写）；③有记

忆减退主诉，或知情者告知有记忆减退；④基本日

常生活功能正常；⑤客观检查有记忆损害，任何 1
项记忆测验评分低于同年龄同教育程度均数 -1 个标

准差；⑥总体认知功能正常。排除标准：①存在明显

认知功能障碍（如阿尔茨海默病）；②文盲（未受正

规教育，无法书写自己名字和家庭地址）；③癌症及

正在进行放化疗；④交流及行动困难；⑤严重精神疾

病。最终药物组脱落 3 例，干预组脱落 5 例，整体

治疗组脱落 4 例。药物组 62 例，男 30 例，女 32 例，

平均年龄（71±4）岁；平均受教育年限（9±4）年；

干预组 60 例，男 30 例，女 30 例，平均年龄（71±

3）岁；平均受教育年限（8.5±4）年；整体治疗组 61
例，男 30 例，女 31 例，平均年龄（70.5±4）岁；平

均受教育年限（8±4）年。各组性别、年龄和平均

受教育年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

比性。

1.2　方法

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双盲评估的研究方法。

运用 SAS 软件进行区组随机分组。将随机编号分为

药物组、干预组、整体治疗组。产生随机分配序列

的研究员不参加纳入或分配研究对象入组。初筛人

员对研究对象进行知情同意谈话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记录合格受试对象的姓名和详细情况后，由另 1 位

研究员按照顺序编码的随机分配序列依序入组。治

疗前对 3 组进行基线认知功能测评，测评结束后干

预组和整体治疗组进行 12 周的认知干预，药物组不

参加认知干预。干预结束后即刻对 3 组再次进行认

知功能测评，并比较干预前后的改变。行认知功能

测评的研究者均不清楚研究对象的分组情况，研究

者不参加任何认知功能测评。

认知干预采用面对面小组训练方式，60min/ 次，

2 次 / 周，共 24 次。干预内容为多领域认知训练。包

含≥ 2 种的单领域认知训练（诸如记忆训练、策略训

练、推理训练、处理速度训练）的干预方式即为多

领域认知训练［6］。单一干预措施的强度、频率、持

续时间等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撰写了

多领域认知训练手册，干预前已对各干预措施强度、

频率、持续时间等进行适度调整，干预时严格按照

训练手册进行。干预组和整体治疗组老年人每周完

成 1 次家庭作业，包括保健材料阅读、硬笔书法、

绘画等；此外，平时鼓励老年人进行自我训练，根据

个人不同的兴趣爱好坚持，并回收自我训练记录表。

干预依从性通过总体出勤率，出席率，家庭作业完

成率，自我训练记录表有效回收率等评价。认知训

练阶段采用录音、拍照、收集反馈信息等进行质控。

认知功能测评工具及指标：可重复的成套神经

心理状态测量（RBANS）A 套测试手册：反映记忆力、

注意力、空间结构、言语功能等认知领域水平，评

分包括 RBANS 总分，即刻记忆、空间结构、注意力、

言语功能、延迟记忆等 5 个因子分，按照常模所有

原始分均转化成标准分进行统计分析［7］。认知功能

测评阶段严格质控：①编写详尽的使用手册（认知功

能测评工具指导手册及评分标准）。测评人员人手 l

册；②严格正规的集中培训，实际操作示范，并进行

一致性检验；③专人负责，定期进行抽检；④双盲评

估，评估人员及被试均不清楚随机分组情况，认知

训练人员不参加认知功能测评。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完成统计分析，计量资

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描述，组间比较分别采用 t
检验 以 P<0. 05 为统计学有显著性差异。

2　结果

治疗前各组 RBANS 总分、即刻记忆、空间结

构、注意力、言语功能、延迟记忆差异均无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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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P>0. 05），见表 1。治疗后，各组 RBANS 总

分、即刻记忆、空间结构、注意力、延迟记忆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 05），整体治疗组 RBANS 总

分、即刻记忆、空间结构、延迟记忆均高于药物组

和干预组（P<0. 05），整体治疗组注意力分数高于药

物组（P<0. 05），见表 2。

表1　治疗前各组认知功能的比较

指标 药物组 干预组 整体治疗组 F P

RBANS测验（分）

总分 74.12±10.19 77.60±11.93 75.30±12.37 0.249 0.781

即刻记忆 71.23±12.25 68.90±12.02 70.40±13.22 0.075 0.928

空间结构 88.20±14.61 85.30±14.86 87.50±14.98 0.104 0.901

言语功能 90.51±10.65 91.70±13.98 90.14±12.24 0.045 0.956

注意力 76.70±11.93 75.81±10.13 77.62±13.78 0.053 0.948

延迟记忆 78.70±12.26 77.06±12.01 79.20±14.97 0.077 0.926

表2　治疗后各组认知功能的比较（ΔRBANS测验分）

指标 药物组 干预组 整体治疗组 F P

ΔRBANS测验（分）

总分 4.30±1.76 5.21±1.93 9.10±2.60*△ 14.337 0.000

即刻记忆 6.14±1.66 8.16±2.52 12.05±3.77*△ 10.222 0.000

空间结构 3.12±1.06 4.19±1.76 6.21±2.31*△ 7.110 0.003

言语功能 1.01±0.45 0.94±0.51 1.17±0.82 0.382 0.686

注意力 3.10±1.03 4.11±1.41 5.14±1.66* 5.853 0.008

延迟记忆 9.62±3.61 9.23±2.74 12.82±3.84*△ 3.646 0.040

注：与药物组相比，* P<0. 05；与干预组相比，△P<0. 05；ΔRBANS测验（分）=干预后RBANS测验分-干预前RBANS测验分

3　讨论

目前，世界人口逐步老龄化所伴随的痴呆患者

的激增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特别是老

年痴呆晚期出现的残疾，给个人、家庭、社会和经

济等带来沉重的负担。随着对慢性神经系统代谢性

疾病更多可预防性措施的出现，如何早期与准确的

确定具有转化为痴呆高风险的人群具有特别重要的

意义［8］。轻度认知功能障碍（MCI）概念的提出也就

为随之而来的痴呆预测奠定了基础。MCI 是介于正

常老化与痴呆之间的一种临床状态，处于这种状态

的个体存在超过其年龄和教育程度所允许范围外的

记忆障碍，但仍可维持社会功能完好，尚未达到痴

呆的诊断标准［9］。MCI 患者转化成痴呆的风险约是

正常老年人的 10 倍，但也有相当一部分 MCI 患者的

认知功能维持稳定或向正常逆转。因此，通过各种

临床信息指标来预测和治疗手段干预痴呆转化与否

的研究成为近年来的热点，其有助于更好地指导临

床实践及对整个社区老龄人口的筛查，寻找和确定

早期干预的目标人群，从而为痴呆的综合防治提供

更多的可能［10］。

多领域认知训练是近年来研究较多的非药物且

安全的干预方式，有助于延缓老年人的认知功能下

降、预防老年痴呆的发生和发展。有研究显示，单

项记忆训练对 MCI 人群的记忆功能并无明显改善。

而多领域认知训练不仅对 MCI 人群的记忆有显著改

善，且其他症状也有所改善。目前，多领域认知训

练对 MCI 患者有效性的随机对照研究较少，尚难得

出统一结论［11］。本研究中，治疗前各组即刻记忆和

延迟记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而治疗后，各组即

刻记忆和延迟记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且整体治

疗组即刻记忆和延迟记忆均高于药物组和干预组，

提示多领域认知训练对 MCI 人群的记忆改善效果显

著。临床应用盐酸多奈哌齐治疗老年认知障碍疗效

确切。在临床上一旦发现患者出现记忆、情感、思

维等异常，应尽早进行有关认知功能量表的检查，

以尽早发现认知功能异常的患者，可早期口服盐酸

多奈哌齐以改善认知及日常生活能力。重复性成套

神经心理状态测验是一个简明的、由单人操作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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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测评神经心理状态的注意、言语、视觉广度、

即刻记忆和延迟记忆 5 个方面。本测验由 12 个分测

验组成，由经过培训的检验者操作。完成整个测验

一般需时 20～30 分钟，适用于 20～89 岁的成年人。

它能快速有效地评估认知功能，还能区别皮层和皮

层下痴呆，对认知损害测查的广度和结构与许多神

经心理测验的结果一致［12］。所有这些特点均表明

RBANS 是一个有效的临床评定工具。

本研究发现，治疗前各组 RBANS 总分、空间结

构、注意力、言语功能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治疗

后，各组 RBANS 总分、空间结构、注意力、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整体治疗组 RBANS 总分、空间结构

均高于药物组和干预组，整体治疗组注意力分数高

于药物组。提示多奈哌齐结合多领域认知训练的整

体治疗对老年轻度认知障碍疗效确定，不仅对 MCI

人群记忆改善显著，其他症状亦有显著改善，其认

知功能和日常自理能力提高，其作用比单一应用药

物和单一多领域认知训练效果更明显，值得在社区

医院推广应用。与国外的大样本研究相比，本研究

样本量较少，部分研究结果仅有提高趋势，今后可

进行大样本研究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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