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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奈哌齐单倍剂量序贯治疗血管性痴呆患者的临床研究

李渝阳 、 陈红艳 、 王　捷 、 张　骁

【摘要】目的　探讨多奈哌齐单倍剂量序贯治疗血管性痴呆（VD）的效果。方法　纳入 2013 年 5

年～2015 年 5 月医院收治的 VD 患者 90 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数字随机表法分为 A 组、B 组、C 组，

每组各 30 例；A 组给予多奈哌齐单倍剂量序贯治疗，第 1～24 周口服多奈哌齐 5mg/d，第 25～36 周

间隔 1 日口服 5mg，第 37～48 周停药，B 组给予盐酸美金刚 20mg/d 口服，C 组给予安慰剂治疗，3

组总疗程均为 48 周。评估三组临床疗效及不良用药反应，采用简易智能状态测量表（MMSE）、蒙

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中文版（MOCA）评估认知功能，采用日常生活能力（ADL）量表（Barthel 指

数）评估独立生活能力，采用神经精神科问卷（NPI）评估受试者的精神行为症状。结果　A 组总治

疗有效率为 93.33％、B 组的 73.33％，均高于 C 组的 63.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但 A

组、B 组组间比较无差异（P> 0.05），A 组不良用药反应发生率 13.33％与 B 组的 10.0％无明显差异

（P> 0.05）。A 组治疗后 MMSE、ADL、MOCA 评分高于 B 组、C 组，NPI 评分低于 B 组、C 组，B 组、

C 组组间差异明显（P< 0.05）。结论　多奈哌齐单倍剂量序贯治疗 VD 的疗效与盐酸美金刚无异，但

在改善认知功能上更具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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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study on single-dose donepezil sequential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vascular 
dementia　LI Yuyang，CHEN Hongyan，WANG Jie，et al. Chongqing Mental Health Center，Chongqing 401147，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single-dose donepezil sequential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vascular dementia（VD）. Methods　90 patients with VD treated between May 2013 and May 2015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for this research and then devided into group A，group B and group C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30 

cases in each. Group A was treated with single-dose donepezil sequential therapy. From the 1st to 24th week，they was 

treated with oral administration of donepezil 5mg/d，from the 25th to 36th week，orally 5mg every other day and ifrom the 

37th to 48th week，medication stopped. Group B was treated with oral administration of memantine hydrochloride 20mg 

once a day，and group C was treated with placebo. The total course of treatment was 48 weeks for the three groups.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and adverse drug reactions were evaluated. The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and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Chinese version）（MOCA）were used to evaluate cognitive function，and the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DL）scale（Barthel index）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independent living ability；The Neuropsychiatric 

Inventory（NPI）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symptoms of mental behaviors of subjects. Results　The total response rates 

in group A（93.33％）and group B（73.33％）were higher than group C（63.33％）（P<0.05）but there was no sig-

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 A and group B（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rate of 

adverse drug reactions between group A（13.33％）and group B（10.0％）（P>0.05）. After treatment，the scores of 

MMSE，ADL and MOCA in group A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group B and group C while NPI score was lower than that 

in group B and group C（P<0.05）. Conclus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effects between donepezil single-

dose sequential therapy and memantine hydrochloride in the treatment of VD. However，the former has more 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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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性痴呆（vascular dementia VD）是老年痴呆

常见类型，老年人是疾病高发性人群。据调查，VD

占全部痴呆的 30％，其中 65 岁以上人群患病率为

5％［1］。VD 属于慢性进展性疾病，随着疾病的进展，

患者会逐渐丧失认知功能、自理生理能力，严重影

响其预后及远期生活质量。临床研究发现，早期诊

断 VD，早期干预治疗，可延缓甚至逆转认知功能障

碍［2］。近年来，随着临床对 VD 的深入研究，发现相

当一部分 VD 患者胆碱能传导通路存在血管性损害，

为临床治疗提供了新的途径。多奈哌齐属于一种非

竞争性、高选择性中枢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可改

善 VD 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盐酸美金刚是临床治疗

VD 的常用药物，可通过控制兴奋神经性递质，减

缓疾病进展速度。对此，本研究对比分析多奈哌齐、

盐酸金刚美、安慰剂治疗 VD 的效果、不良用药反应

及认知功能的影响，探讨多奈哌齐治疗 VD 的优势，

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 2013 年 5 年～2015 年 5 月医院收治的 VD

患者 90 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符合《血管

性痴呆》［3］中拟定的诊断标准，有明确脑血管病发病

史，CT、MRI 等显示多发性脑梗死或腔隙性状态；

②发生于卒中后 3 个月以上；③ MMSE 评分 10～26
分；④经医院伦理委员会会通过，患者知情并自愿签

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由阿尔茨海默病、脑炎

病史等原因时引起的 VD；②严重肝肾功能疾病；③

意识障碍、其他精神异常病史；④过敏体质；⑤消化

性溃疡活动期；⑥抑郁。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

为 A 租、B 组、C 组，各 30 例。A 组中，男性 19 例，

女性 11 例，年龄 54～80 岁，平均（68.25±3.65）岁；

病程 3～11 个月，平均（6.16±0.58）月；受教育程度：

7 例小学，15 例初中至高中，8 例大专及以上。B 组

中，男性 20 例，女性 10 例，年龄 52～81 岁，平均

（69.34±4.08）岁；病程 3～12 个月，平均（6.51±

0.69）月；受教育程度：6 例小学，16 例初中至高中，

8 例大专及以上。C 组中，男性 18 例，女性 12 例，

年龄 52～83 岁，平均（70.02±4.02）岁；病程 2～10
个月，平均（6.08±0.67）月；受教育程度：6 例小学，

15 例初中至高中，9 例大专及以上。三组患者性别、

年龄、病程、受教育程度比较，不具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三组患者入院后根据患者情况给予降压、降糖、

改善脑循环等对症治疗。在此基础上，A 组采用多

奈哌齐（规格：5mg）单倍剂量序贯治疗，第 1～24
周每日口服多奈哌齐 5mg/d，第 25～36 周间隔 1 日

口服 5mg，第 37～48 周停药；B 组每日口服盐酸美

金刚（规格：10mg）20mg，C 组给予安慰剂治疗。3
组均持续治疗 48 周。

1.3　观察指标 

1.3.1　相关评分　采用 MMSE 量表评估患者认

知程度，评估内容包括定向力、注意力和计算能力、

语言能力等，评分范围为 0～30 分，分值越高提示

认知功能改善情况越好；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中文

版（MOCA）评估患者认知功能，包括命名、记忆、

视空间 / 执行能力、抽象能力等，评分范围 0～30 分，

分值越高提示症状认知功能功能越好；ADL 量表中

的 Barthel 指数评估患者独立生活能力，评分内容包

括大便、小便、吃饭、用测等，评分范围 0～100 分，

分值越高提示独立生活能力越高。采用神经精神科

问卷（NPI）评估受试者的精神行为症状，评估范围

包括妄想、幻觉、抑郁 / 心理恶劣、焦虑、睡眠、食

欲和进食障碍等，评分范围 0～114 分，分值越高提

示精神行为症状越严重。

1.3.2　疗效评价标准　根据 MMSE 评分增加率

评估临床疗效，显效：MMSE 评分增高率≥ 20％；有

效：MMSE 评分增高率 12％～19％；无效：未达到上

述治疗标准。总有效率 =（显效 + 有效）×100％。

1.3.3　记录三组治疗期间出现不良用药反应。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19.0 处理数据，计数资料

采用率或百分比（n，％）表示，组间两两对比采用

χ2 检验，多组件对比采用行 × 列表的 χ2 检验；计

量资料用（x±s）表示，多组间对比采用 F 检验，组

间两两对比采用 t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A 组总治疗有效率为 93.33％、B 组的 73.33％均

in improving cognitive functions.

【Key words】 Vascular dementia；Donepezil；Cognitive function；Ability of daily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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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 C 组的 63.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但 A 组、B 组组间比较无差异（P>0.05），见表 1。
表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n=30）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n，％）

A组（n =30） 12 16 2 28（93.33）

B组（n =30） 9 13 8 22（73.33）

C组（n =30） 4 15 11 19（63.33）*

注：与A组比较，*P<0.05

2.2　两组治疗前后临床评分对比 

三组治疗前 MMSE、ADL、NPI、MOCA 评分无

差异（P>0.05）；A 组、B 组治疗后 MMSE、MOCA 评

分升高，ADL、NPI 评分低，同组治疗前后差异明显

（P<0.05），C 组治疗前后 MMSE、NPI、MOCA 无差

异（P>0.05），ADL 治疗后下降（P<0.05）；A 组治疗

后 MMSE、ADL、MOCA 评分高于 B 组、C 组，NPI

评分低于 B 组、C 组，B 组、C 组组间差异明显，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治疗前后临床评分对比（x±s，n=30）

组别 观察时间 MMSE评分（分） ADL评分（分） NPI评分（分） MOCA评分（分）

A组（n =30） 治疗前 17.26±2.96 45.05±4.36 70.34±3.67 15.02±3.61

治疗后 24.05±4.85①②③ 42.17±3.26①②③ 64.02±4.36①②③ 22.31±4.02①②③

B组（n =30） 治疗前 18.02±2.31 44.11±4.18 71.09±4.13 14.86±4.10

治疗后 21.26±3.25① 39.26±3.21① 67.42±4.02① 18.31±3.52①

C组（n =30） 治疗前 17.14±2.71 45.02±3.97 70.68±3.30 15.21±4.36

治疗后 17.25±3.05② 36.41±2.87①② 71.24±3.57② 14.10±3.30②

注：与本组治疗前对比，①P<0.05；与B组治疗后对比，②P<0.05；与C组治疗后对比，③P<0.05

2.3　两组治疗期间不良用药反应对比

A 组不良用药反应发生率 13 .33 ％与 B 组的

10.0％无明显差异，不具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 3。
表3　两组治疗期间不良用药反应对比（n=30）

组别 恶心
食欲
不振

头晕
心动
过缓

易激怒
合计

（n ，％）

A组（n =30） 0 1 1 1 0 4（13.33）

B组（n =30） 1 0 1 0 1 3（10.0）

注：C组给予安慰剂治疗，未统计不良用药反应

3　讨论

血管性痴呆（VD）是由脑灌注压不足诱发的脑

血管疾病，伴随认知功能障碍，不仅会加重患者家

庭经济负担，还会加重原发病情，影响预后。

盐酸美金刚属于新型非竞争型 NMDA 拮抗剂，

主要通过降低 NMDA 受体亲和力，预防其过度兴奋；

促使多巴胺释放等发挥作用，最早用于帕金森病治

疗，后来逐渐用于 VD 治疗中，取得一定成效［4］。近

年来，研究发现盐酸美金刚在抑炎、抗氧化应激、

改善认知功能障碍中有积极作用，但仍有部分患者

效果不佳［5］。

乙酰胆碱主要存在于神经突触之间，是一种重

要的神经递质，与人的学习、认知功能等密切相关，

当其活性下降时，大脑思维、记忆功能也随之下降。

近年来，研究报道，VD 患者认知功能障碍与脑内胆

碱能神经传到阻断密切相关，普遍伴随乙酰胆碱活

性下降［6］。

多奈哌齐属于一种六氢吡啶衍生物，体外实验

中，多奈哌齐对乙酰胆碱酯酶的选择性较丁酰胆碱

酯酶强 1000 多倍，且对脑乙酰胆碱酯酶的选择更高，

在脑组织和血浆中的浓度比较高。口服多奈哌齐治

疗期间可通增加脑乙酰胆碱浓度，提高大脑记忆区

域的神经传导功能，改善记忆力下降、认知损害等；

具有抗炎、的作用，可抑制机体炎性因子释放，改

善血液循环异常，促使局部脑血流恢复；减轻氧自由

基损伤，保护神经细胞［7］。赵静等［8］纳入 25 个研究

（共 3586 例患者）meta 分析多奈哌齐治疗 VD 的效

果，发现可以有效改善 VD 患者认知功能障碍。本组

研究中，A 组、B 组治疗有效率高于 C 组（P<0.05），

A 组略高于 B 组，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A 组

治疗后 MMSE、ADL、MOCA 评分高于 B 组、C 组

（P<0.05），说明多奈哌齐治疗的 VD 的临床效果

至少与盐酸美金刚相当，与张绍刚等［9］研究一致。

推测与本研究纳入对象少有关。多奈哌齐用药安

全性也是临床关注重点，本组研究中，A 组不良用

药反应发生率 20.0％与 B 组的 15.0％无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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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说明盐酸多奈哌齐治疗 VD 安全性高。

临床研究中发现，部分 VD 患者未按照规定用

药，认知功能也并未与治疗前恶化，对此我院采用

多奈哌齐序贯治疗 VD，取得满意效果，但未与持续

48 周单倍剂量治疗 VD 的效果比较，还有待进一步

分析。孙亚兰等［10］以 95 例疑似 VD 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

给予多奈哌齐治疗，其中治疗 1 组给予单剂量持续

治疗，治疗 2 组单剂量序贯治疗，发现治疗组认知

功能较对照组改善明显，但治疗 1 组和治疗 2 组组

间无明显差异（P>0.05），侧面证实了本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多奈哌齐单倍剂量序贯治疗疗效与

盐酸美金刚相当，无明显不良反应，且前者在改善

认知功能上更具优势。但本研究会还存在局限性：①

本研究纳入病例数较少，需扩大研究范围，进行前

瞻性、大氛围、多中心研究；②随访时间短，有待延

长随访时间，了解多奈哌齐单倍剂量序贯治疗对 VD

患者远期预后的影响；③多奈哌齐改善 VD 患者认知

功能的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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