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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旋多巴对老年帕金森病患者认知功能及血浆Hcy、维生素B12、叶酸水
平的影响

杨盛贤 1 、 方　芳 1 、 刘　波 2 、 杨　雯 1 

【摘要】 目的　探讨左旋多巴治疗老年帕金森病（PD）对患者认知功能及血浆 Hcy、维生素 B12

及叶酸水平的影响。方法　选取老年 PD 患者 70 例为观察组，及同期来院体检的老年健康者 50 例为

对照组。观察组患者随机分为低剂量组（n =35）及高剂量组（n =35），观察组予以左旋多巴治疗，连

续治疗 6 个月。采用简易精神状态测量量表（MMSE）和蒙特利尔认知功能评估量表（MoCA）评估患

者认知功能，分别于治疗前后对所有患者进行语言及视空间工作记忆测试；检测并比较治疗前对照

组及观察组血同型半胱氨酸（Hcy）、维生素 B12 及叶酸水平变化及治疗前后观察组上述指标的变化。

结果　治疗前观察组 MMSE、MoCA 评分及语音性、语义性记忆评分及距离、位置记忆评分低于对照

组（P< 0.05 或 P< 0.01）；治疗后观察组上述各项评分均较治疗前升高，且治疗后除 MMSE、MoCA 评

分及语言性记忆评分低于对照组外（P< 0.05 或 P< 0.01），其余指标均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P> 0.05）；

治疗前观察组血浆 Hcy 高于对照组（P< 0.01），而维生素 B12、叶酸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 或

P< 0.01）；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低剂量组及高剂量组血浆 Hcy 显著升高，而维生素 B12 水平均降低，

且高剂量组与低剂量组间差异显著（P< 0.01）；2 组叶酸水平无显著变化（P> 0.05）。结论　左旋多巴

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老年 PD 患者的认知功能，但治疗的同时伴有血浆 Hcy 水平升高及维生素 B12、

叶酸水平降低，增加不良反应发生，因此临床应加强维生素 B12 及叶酸等营养支持辅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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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levodopa on the cognitive function and the levels of plasma Hcy，Vitamin B12 and folic 
acid in the treatment of elderly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YANG Shengxian，FANG Fang，LIU Bo，et al. 
The eighth people's hospital of nanning，neurology department，Nanning 53000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levodopa on the cognitive function and the levels of plasma 

Hcy，Vitamin B12 and folic acid in the treatment of elderly Parkinson’s disease （PD）patients. Methods　70 elderly 

PD patients were elected as observation group，and 50 elderly healthy subjects were elected as control group in the same 

period. Observation group were divided randomly into low dose group （n=35）and high dose group （n=35），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levodopa for 6 months continuously. Cognitive function was evaluated using MMSE and MoCA，

which included language and the visual spatial working memory test for all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Plasma 

Hcy，Vitamin B12 and folic acid were measured in all groups before treatment，as well as after treatment in observation 

group. Results　The MMSE and MoCA scores，the voice memory score，semantic memory scores，and the distance 

memory score，location memory score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before treatment （P<0.05 or P<0.01）. Af-

ter treatment，the above index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that of before treat-

ment. After treatment，the MMSE and MoCA scores，voice memory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till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P<0.05 or P<0.01），bu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group difference for all other cognitive measures 

（P>0.05）. The plasma Hcy level of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before treatment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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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he Vitamin B12 and folic acid levels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P<0.05 or P<0.01）；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the plasma Hcy level of low dose group and high dose group increased significantly，the plasma Vita-

min B12 level of low dose group and high dose group decreased significantly，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between 

high dose group and lower dose group （P<0.01）；the plasma folic acid level of high dose group and low dose group had 

no significant changes （P>0.05）. Conclusion　Levodopa can improv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elderly PD patients to 

some extent，but which accompanied with increased plasma Hcy level and decreased Vitamin B12 and folic acid levels 

in the same time which can increase the adverse effect，so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clinical nutrition adjuvant therapy 

of Vitamin B12 and folic acid.

【Key words】 Elderly Parkinson’s disease；Levodopa；Cognitive function；Hcy；Vitamin B12；Folic acid

帕金森病（PD）也称为震颤麻痹，是一种常见

的、易发的神经退行性疾病［1］。目前有关 PD 的发病

机制尚不确切，可能是由于神经元变性累及皮层、

海马神经元，患者一旦被确诊，则需终身服用以左

旋多巴为主的药物供给脑组织缺少的多巴胺［2］。左

旋多巴属于多巴胺前体物质，可通过机体血脑屏障

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在脱羧酶的作用下转化为多巴

胺，改善 PD 患者临床症状［3］。但左旋多巴治疗 PD

时，会导致患者血浆同型半胱氨酸（Hcy）水平明显

升高，而 Hcy 水平异常升高与神经变性疾病的发生

密切相关，且不同剂量的左旋多巴对 PD 的疗效也各

不相同。本研究旨在探讨左旋多巴对 PD 患者认知

及血浆 Hcy、维生素 B12 及叶酸水平的影响，现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5 年 2 月～2016 年 4 月本院收治的 PD

患者 70 例为观察组，均符合《帕金森病抑郁、焦虑

及精神病性障碍的诊断标准及治疗指南》［4］中的相关

诊断标准。纳入标准：伴有静止性震颤、姿势步态

异常或肌强直等症状；知情同意者。排除因脑血管

病、药物或一氧化碳中毒等所致的继发性或症状性

PD 者；伴有明显肌肉萎缩、小脑体征、锥体系统损

伤、眼外肌麻痹等表现者；具有左旋多巴用药禁忌证

者等。另选取同期来院体检的老年健康者 50 例为对

照组。本研究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研究批准。将

观察组 70 例患者随机分为低剂量组（n=35）及高剂

量组（n=35），低剂量组男 20 例，女 15 例；平均年

龄（67.2±6.7）岁；平均体重（63.0±9.9）kg。高剂

量组男 22 例，女 13 例；平均年龄（68.5±7.1）岁；

平均体重（62.3±10.2）kg。对照组男 27 例，女 23
例；平均年龄（67.8±7.3）岁，平均体重（62.8±9.6）
kg。3 组主要一般资料无显著差异（P>0.05），组间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观察组口服左旋多巴片（国药准字 H20103627，

125 mg/ 片）治疗，低剂量组给予左旋多巴，250 mg/

次，3 次 /d。 高剂量组，左旋多巴初始剂量为 250mg/

次，每隔 3～5 d 逐渐增加剂量，加量至 350 mg/ 次，

3 次 /d。同时试验期间禁用其他抗 PD 药物，2 组均

连续治疗 6 个月。

1.3　观察指标

采用简易精神状态测量量表（MMSE）和蒙特利

尔认知功能评估量表（MoCA）评估患者认知功能状

态，以 MMSE<24 分、MoCA 评分 <26 分判定患者为

认知功能障碍（CD）；通过本院专门设计的试验方法

测试对照组及观察组语言工作记忆及视空间工作记

忆功能；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各组血浆 Hcy 水

平，另采用放射免疫法检测各组血浆叶酸及维生素

B12 水平。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1.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

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治疗前后对照组及观察组认知功能比较 

治疗前观察组 MMSE、MoCA 评分及语音性、

语义性记忆评分及距离、位置记忆评分（分）低于

对照组（P<0.05 或 P<0.01）；治疗后观察组上述各

项评分均较治疗前升高，且治疗后除 MMSE、MoCA

评分及语言性记忆办评分低于对照外（P<0 .05
或 P<0 .01）， 其 余 指 标 均 与 对 照 组 无 显 著 差 异

（P>0.05）（表 1）。

2.2　治疗前后 2 组血浆 Hcy、维生素 B12 及叶

酸水平比较 

与对照组比较，治疗前观察组血浆 Hcy（ μmol/

L）水平显著升高（P<0.01），而维生素 B12（pg/

mL）及叶酸（ng/mL）水平均显著降低（P<0.05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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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观察组血浆 Hcy 水

平明显升高，维生素 B12 水平显著降低（P<0.01），

而叶酸水平无明显变化（P>0.05）（表 2）。

2.3　不同剂量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浆 Hcy、维生

素 B12、叶酸水平比较 

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低剂量组及高剂量组血

浆 Hcy 升高，且高剂量组高于低剂量组（P<0.01）；

而 维 生 素 B12 降 低 ， 且 高 剂 量 组 低 于 低 剂 量 组

（P<0.01）。而 2 组叶酸水平无显著变化（P>0.05）

（表 3）。

表1　治疗前后对照组及观察组认知功能比较（x±s）

组别 时间 MMSE评分 MoCA评分
语言工作记忆 视空间工作记忆

语音性 语义性 距离 位置

对照组（n =50） / 29.2±3.3 28.7±2.1 89.8±5.9 89.1±6.7 84.8±8.3 96.4±9.2

观察组（n =70） 治疗前 22.6±2.8## 24.2±1.9## 82.3±6.3## 83.8±7.6## 74.9±8.4## 92.6±8.9#

治疗后 24.9±2.5**## 27.7±1.6**## 86.5±6.2**## 87.0±7.2* 82.0±8.1** 95.7±9.1*

与治疗前比较，*P<0.05，**P<0.01；与对照组比较，#P<0.05，##P<0.01。

表2　治疗前后2组血浆Hcy、维生素B12及叶酸水平比较（x±s）
组别 时间 Hcy 维生素B12 叶酸

对照组（n =50） / 9.51±5.28 323.46±17.98 9.03±4.03

观察组（n =70） 治疗前 12.35±5.13## 272.32±15.69## 7.40±4.11#

治疗后 17.46±2.84** 238.14±16.99** 7.19±5.03

与治疗前比较，**P<0.01；与对照组比较，#P<0.05，##P<0.01。

表3　不同剂量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浆Hcy、维生素B12、叶酸水平比较（x±s）

组别 时间 Hcy 维生素B12 叶酸

低剂量组（n =35） 治疗前 12.07±3.41 270.46±13.88 7.38±2.58

治疗后 15.22±4.01** 259.45±15.34** 7.25±2.27

高剂量组（n =35） 治疗前 12.76±3.48 276.89±14.69 7.41±2.62

治疗后 18.01±3.27**## 228.56±13.78**## 6.54±2.31

与治疗前比较，**P<0.01；与低剂量组比较，##P<0.01。

3 讨论

目前，多巴胺是酪氨酸在转化为儿茶酚胺过程

中的一种过渡产物，多巴胺替代疗法是 PD 治疗的标

准方法。MMSE 及 MoCA 量表均是快速、敏感评估

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重要工具［5］。左旋多巴可改善

前额叶皮层的功能，并通过平衡纹状体与额叶多巴

胺的传导使 PD 患者的工作记忆恢复正常［6］。本研究

中治疗前观察组 MMSE、MoCA 评分及语音性、语义

性记忆评分及距离、位置记忆评分低于对照组；治疗

后观察组上述各项评分均较治疗前升高，且治疗后

除 MMSE、MoCA 评分及语言性记忆评分低于对照组

外，其余指标均与对照组已无显著差异，与相关研

究结果［7］相似。本研究结果提示左旋多巴可在一定

程度上可改善 PD 患者认知及语言、视空间工作记忆

能力。随着 PD 病情进展，患者服用左旋多巴类药物

的剂量也在逐步增加，药效逐渐减退，不良反应增

多，主要表现为血浆 Hcy 及 B 族维生素水平的异常

变化。B 族维生素中叶酸、维生素 B12 等可通过调

节氧化还原依赖机制，提高老年 PD 患者大脑对氧化

应激的耐受力，预防其神经变性受损［8］；而血浆 Hcy

水平升高可使机体血小板损伤、刺激血管平滑肌细

胞增殖，或通过损伤血管内皮细胞等方式使患者脑

部血管受损，引发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9］。本研究

中治疗前观察组血浆 Hcy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而

维生素 B12、叶酸水平低于对照组，这些可能与不

良反应增加有关。

PD 患者长期服用左旋多巴会导致血浆 Hcy 水

平增高，一般情况下认为 Hcy>14 μmol/L 为危险剂

量［10］，不同剂量左旋多巴治疗 PD 的疗效各异。刘

娜等［11］报道，PD 患者血浆 Hcy 水平与叶酸、维生素

B12 等 B 族维生素含量明显负相关。本研究中治疗

后观察组血浆 Hcy 水平升高，维生素 B12 水平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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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高剂量组与低剂量组 Hcy 组间差异显著，而叶酸

水平无显著变化，与相关研究［12］报道相吻合。但医

学界对 PD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与 Hcy 水平之间的关系

莫衷一是，无法明确断定认知障碍的恶化是 PD 进展

所致，还是由于左旋多巴导致的 Hcy 水平升高所致。

B 族维生素是甲硫氨酸循环过程中的必关键辅助因

子，因此临床上在左旋多巴治疗 PD 时，为减少相关

不良反应的发生，需同时加强叶酸、维生素 B12 等

辅助治疗。

综上，左旋多巴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 PD 患者认

知功能，但治疗过程中同时伴有血浆 Hcy 水平升高，

叶酸、维生素 B12 水平降低等，增加了神经系统疾

病及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因此，临床上需加强

叶酸、维生素 B12 等辅助治疗，提高治疗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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