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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比较辛伐他汀联合尼莫地平与单纯尼莫地平治疗血管性痴呆患者临

床疗效及对其认知功能影响来为临床治疗选择提高参考。方法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 80例

血管性痴呆者分组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40例。对照组采用尼莫地平治疗；观察组于对照

组治疗基础上加用辛伐他汀治疗。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认知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评分

变化、不良反应。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 MMSE各项评分及 ADL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

但观察组各项评分改善较对照组显著，P<0.05；观察组不良反应者 1例，不良反应率为

2.5%略低于对照组 2例，5.0%，P>0.05。结论 相比单纯尼莫地平治疗血管性痴呆患者来说，

应用辛伐他汀联合尼莫地平治疗可更好地改善患者认知功能，提高其日常生活质量，且不

良反应少，因此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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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mprove clinical reference treatment options for patients with 

vascular dementia and its effects on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cognitive function by comparing 

simvastatin nimodipine nimodipine and simple.Methods According to a random number table 80 

cases of vascular dementia were group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40 cases 

each. The control group with nimodipine treatment; observation group therapy based on the use of 

simvastatin treatment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observ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of cognitive 

function and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score changes, adverse reactions.Results After treatment 

before the MMSE score and ADL score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the treatment, but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core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P<0.05; one 

cases of adverse reactions were observed group, adverse reaction rate was 2.5% sligh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2 cases, 5.0%, P>0.05.Conclusion Compared to pure nimodipine treatment 

of vascular dementia patients, simvastatin nimodipine therapy can improve cognitive function in 



patients better and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daily life, and fewer adverse reactions, and therefore 

worthy of further research and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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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性痴呆不但给患者自身生活造成严重影响，降低其生活质量，同时还会给家庭及

社会造成极大压力和负担。尼莫地平是临床治疗血管性痴呆的常见药物，但单一用药临床

疗效有限，从而延长治疗时间，最终使得患者治疗依从性下降而影响治疗效果。据研究发

现[1]，他汀类药物可有效防治血管性痴呆。本次为探讨辛伐他汀联合尼莫地平治疗血管性

痴呆临床疗效，同时观察其对患者认知功能改善情况，从而可为临床患者治疗疗效判定及

治疗方案选择提供重要价值，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 2012年 5月~2014年 1月期间诊断为血管性痴呆者 80例分组为

对照组与观察组，分别为 40例。所有患者均符合 2002年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所制定

的血管性痴呆诊断标准[2]。纳入标准：年龄 50~80岁，存在主诉认知功能障碍，MMSE评

分异常，且符合血管性痴呆诊断标准；存在高血压或糖尿病等血管危险因素或脑梗死等脑

血管事件；经 CT等影像学确诊；神经功能缺损评分<18分；视觉及听觉辨别力正常。排

除帕金森或 AD等脑血管疾病意外因素所致假性痴呆、过敏体质等。观察组男性 25例，女

性 15例；年龄 61~80岁，平均为(66.5±2.5)岁；病程 3.2~17.3个月，平均为(13.2±2.1)个

月；多发性腔隙性梗死 15例、多发性脑皮质梗死 12例、丘脑梗死 8例、白质梗死 5例。

对照组男性 27例，女性 13例；年龄 63~80岁，平均为(65.5±2.0)岁；病程 3.1~17.7个月，

平均为(13.6±1.8)个月；多发性腔隙性梗死 16例、多发性脑皮质梗死 12例、丘脑梗死

9例、白质梗死 3例。比较两组患者病程及年龄等资料，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对照组采用尼莫地平(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010100H49；天津市中央药业有限公司，

20mg/片)治疗，20mg/次，3次/天；常规降压和降糖及抗凝等治疗。

观察组于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辛伐他汀(江苏黄河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20067793，10mg/片)治疗，20mg/天，饭后顿服，两组均连续治疗 6个月。



1.3观察指标

采用简易智能状态量表(MMSE)评价，包括语言理解、语言表述、阅读理解、时间定向、

言语表达、注意力、画图、短程记忆和计算能力；分数 0~30分，分值越低说明认知功能障

碍严重。日常生活能力采用日常生活能力评定量表(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scale，ADL)评价

[3]，共 14项，每项按 1~4级评分，分数 14~56分，其中>20分者为日常生活能力障碍，分

值越大说明患者日常生活能力越低。

1.4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20.0统计学软件分析，采用 x2或 t检验，P<0.05表示结果具有统计学意

义。

2结果 

2.1认知功能

治疗前，两组患者各项MMSE评分比较，P>0.05，具有可比性。两组患者治疗后

MMSE各项评分较治疗前明显改善，但观察组各项评分改善较对照组显著，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各项MMSE评分改善情况比较 ( x ±s,分)

指标 时间 对照组(40例) 观察组(40例)

治疗前 1.91±0.58 1.87±0.61注意与集中

治疗后 2.36±1.17a 3.76±0.98ab

治疗前 1.81±0.62 1.76±0.67执行功能

治疗后 2.17±1.05a 3.85±1.22ab

治疗前 1.57±0.41 1.61±0.38语言

治疗后 2.69±0.75a 4.01±0.86ab

治疗前 1.49±0.57 1.51±0.61记忆

治疗后 2.39±0.82a 4.10±0.95ab

治疗前 1.69±0.41 1.71±0.37视结构技能

治疗后 2.36±0.79a 3.94±0.94ab

抽象思维 治疗前 1.79±0.42 1.81±0.39



治疗后 2.39±0.78a 3.75±1.01ab

治疗前 2.68±0.41 2.75±0.37计算和定向

治疗后 4.11±0.27a 4.97±0.51ab

治疗前 13.59±2.91 13.65±2.67总分

治疗后 19.01±4.46a 29.04±12.06ab

与治疗前比较，aP<0.05，与对照组比较，bP<0.05。

2.2日常生活能力

治疗前，两组患者 ADL评分比较，P>0.05，具有可比性。两组患者治疗后 ADL评分

较治疗前明显改善，但观察组各项评分改善较对照组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ADL评分改善情况比较 ( x ±s,分)

指标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对照组(40例) 34.9±4.7 29.0±4.9 11.110 <0.05

观察组(40例) 35.2±4.5 20.1±4.1 8.691 <0.05

t 0.751 2.946

P >0.05 <0.05

与治疗前比较，aP<0.05，与对照组比较，bP<0.05。

2.3不良反应

观察组：失眠 1例；对照组：头痛 1例，失眠 1例；观察组不良反应者 1例，不良反

应率为 2.5%略低于对照组 2例，5.0%，但无统计学意义，x2=1.12，P>0.05。

3讨论

临床上，血管性痴呆主要是因患者发生脑卒中或长期脑缺血等慢性脑血管疾病而引起。

这种疾病患者认知力和情绪及记忆力均会发生显著改变[4]。据研究发现[5]，血管性痴呆患

者初期主要表现为认知功能障碍，且记忆力将不断下降，同时随着患者近期记忆力下降而

逐渐表现出注意力不集中和计算力及理解力等下降。本次研究中，经治疗后发现，两组患

者各项MMSE评分及 ADL评分均得到明显改善，且观察组改善较对照组更为显著；尤其



是患者计算力和短程记忆力及注意力、言语表达及理解、时间定向、阅读理解能力得到显

著提高，因此而说明血管性痴呆患者记忆功能极易受到损害。据相关研究发现[6]，血管性

痴呆患者脑组织的缺血性损伤形成血管性痴呆的主要病理原因。本次研究中所采用的辛伐

他汀药物则是一种新一代降脂药物，其可抑制患者胆固醇合成酶-羟甲基戊二酰辅酶 A还

原酶竞争性，从而抑制其胆固醇合成，促使患者体内高血脂水平下降[7]。据相关研究发现[8]，

临床可采用辛伐他汀药物来预防和治疗血管性痴呆，这种药物作用机制主要为以下几点：

(1)辛伐他汀药物可有效降低患者血浆胆固醇及纤维蛋白原含量，同时抑制血小板血栓素

A2及地诺前列素产生，使患者纤维蛋白原和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及血栓调节素水平

不断下降，最终降低患者红细胞及血小板中胆固醇含量[9]。(2)辛伐他汀药物可有效减少患

者粥样硬化斑块内巨噬细胞数量，减少胆固醇堆积，从而提高其粥样硬化斑块内纤维帽状

结构的完整性和稳定性[10]；(3)辛伐他汀药物可有效调节患者血管内皮功能，并有效保护其

血管内皮细胞[11]。(4)增加内皮源性一氧化氮含量，降低其血压；同时还可减少或抑制载脂

蛋白 E分泌，阻止β淀粉样蛋白形成，降低患者发生痴呆率[12]。经本次研究发现，两组

患者治疗后MMSE各项评分及 ADL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但观察组各项评分改善较

对照组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而说明临床应用辛伐他汀药物联合治疗可改

善患者血脂功能，从而抑制及缩小粥样硬化斑块，最终改善患者脑血供，提高其认知功能

及日常生活能力。观察组不良反应者 1例，不良反应率为 2.5%略低于对照组 2例，5.0%，

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次研究中，两组患者均发生较少不良反应，这可能与本次研

究中所使用剂量较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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