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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苯酞软胶囊改善帕金森痴呆患者认知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的效果

王　冰 、 赵　泐 、 李晓燕 、 翁文采

【摘要】目的　探讨丁苯酞软胶囊治疗帕金森痴呆患者临床疗效，并观察其对患者认知功能及

日常生活能力的改善作用。方法　截选本院 2012 年 10 月 ~2016 年 3 月收治的共 76 例帕金森痴呆患

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38 例。两组患者均采用抗抑郁等常规治疗，对照组

采用盐酸多奈哌齐片治疗，初始剂量为 5mg/d，1 次 /d；治疗 7d 后改为 10 mg/d，1 次 /d；观察组采用

丁苯酞软胶囊治疗，2 粒 / 次，2 次 /d。两组均治疗 12 周，分别于治疗前后采用帕金森病评定量表

（UPDRS）评价其病情控制情况，采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和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

评价其认知功能缺损及其改善状态，采用日常生活能力（ADL）量表评价其日常生活能力情况。于

治疗前后分别检测其血清 PAPK7、CRP 及 NT-3 水平。统计分析两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结果　

两组治疗后 UPDRS 评分均明显低于治疗前，MMSE、ADL 及 MoCA 评分均明显高于治疗前，观察组

治疗后 UPDR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而 MMSE、ADL 及 MoCA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两

组患者治疗后 PARK7 及 CRP 水平明显低于治疗前，而 NT-3 水平明显高于治疗前，观察组治疗后

PARK7 及 CRP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NT-3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治疗后总有效率

94.74％，明显高于对照组 73.68％（P< 0.05），治疗期间无明显不良反应发生。结论　应用丁苯酚软

胶囊治疗帕金森痴呆可显著改善患者认知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提高临床疗效，且具有较高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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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ylphthalide soft capsule improve cognitiv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ementia and the 
effect of daily living　WANG Bing，ZHAO Le，LI Xiaoyan，et al. Xin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 11602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rapeutic effect of butylphthalide soft capsule on Parkinson’s patients with 

dementia，and observe the effect on improving cognitive function and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Methods Seventy-six pa-

tients with Parkinson's dementia admitted to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2 to March 2016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38 cases in each. 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with anti-depressants and other conventional treatment.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hydrochloride donepezil 

with initial dose of 5 mg/d，1 time/d，which was changed to 10 mg/d，1 time/dafter 7d.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butylphthalide soft capsule，2/time，2 times/d. 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12 weeks. The 

Parkinson's Disease Rating Scale（UPDRS）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control of the disease before and after 12 weeks of 

treatment in each group respectively. The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was used to evaluate cognitive func-

tion improvement. The improvement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was assessed by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

and the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was evaluated via daily living（ADL）scale. Serum PAPK7，CRP and NT-3 levels were 

also measur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Clinical efficacy and adverse reactions were analyzed. Results After12 weeks 

UPDRS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before，and MMSE，ADL and MoCA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in both groups. UPDRS scores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the MMSE，ADL and MoCA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P<0.05）. After 

12 weeks PARK7 and CRP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and NT-3 levels were sign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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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是临床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具

有较高发病率及致残率，晚期阶段常会伴痴呆表

现，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目前尚无治愈方法，

一般通过药物来缓解其临床症状［1］。据相关研究调

查发现，帕金森病患者中帕金森痴呆发病率大约为

40.0％，治疗多使用胆碱酯酶抑制剂来改善患者痴

呆症状［2］。盐酸多奈哌齐片常用于临床治疗帕金森

痴呆患者，尽管其可改善患者临床症状，但效果并

不理想，且可能会加重患者震颤症状。丁苯酚软胶

囊广泛应用于临床脑血管疾病治疗中，可改善患者

脑神经代谢和神经功能，同时还可减轻神经细胞损

伤。本次研究为探讨丁苯酚软胶囊治疗帕金森痴呆

的临床疗效，特实施如下研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截选本院 2012 年 10 月 ~2016 年 3 月收治的共

76 例帕金森痴呆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

组与观察组，各 38 例。所有患者均符合《帕金森病

痴呆的诊断与治疗指南》［3］中相关诊断标准，并经

MRI、CT 等影像学检查证实。排除严重精神疾病、

严重肝肾功能障碍、恶性肿瘤、失语、阿尔茨海默

病、其他疾病所致痴呆以及过敏体质等。观察组中，

男性 28 例，女性 10 例；年龄 57~76 岁，平均为（63.8
±4.2）岁；病程 3.1~12.7 年，平均为（8.5±2.4）年；

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13 例、高中及中专 16 例、大

专及以上 9 例；病情程度按照 Hoehn-Yahr 分级：Ⅱ

级 10 例、Ⅲ级 10 例、Ⅳ级 10 例、Ⅴ级 8 例。对照

组中，男性 29 例，女性 9 例；年龄 56~78 岁，平均

为（64.1±4.1）岁；病程 3.0~12.8 年，平均为（8.3±

2.2）年；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14 例、高中及中专

16 例、大专及以上 8 例；病情程度按照 Hoehn-Yahr

分级：Ⅱ级 12 例、Ⅲ级 10 例、Ⅳ级 12 例、Ⅴ级 4 例。

两组患者性别比例、年龄、病程、文化程度及病情

程度等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P>0.05）。本研究取得

我院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所有患者均自愿参与

本次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采用抗抑郁等常规治疗，对照组采

用盐酸多奈哌齐片治疗，初始剂量为 5mg/d，1 次 /d；

治疗 7d 后改为 10mg/d，1 次 /d；观察组采用丁苯酞

软胶囊治疗，2 粒 / 次，2 次 /d。两组均治疗 12 周。

1.3　观察指标

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12 周后采用统一帕金森病

评定量表（Unified Parkinson’s Disease Rating Scale，

UPDRS）评价其病情控制情况，得分越高说明其病

情越严重［4］；采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评价其认知功能改善

情况，总分 30 分，≥ 26 分为正常［5］；采用简易精神

状态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评

价其认知功能缺损改善状态，总分 30 分，≤ 24 分为

认知功能缺损［6］；采用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Scale，ADL）评价其日常生活能力情况，

满分 100 分，得分越高说明其生活质量越高［7］。于治

疗前、后分别抽取其空腹下肘静脉血液，检测其血清

重组人帕金森病蛋白（Recombinant Human Parkinson 

Disease Protein 7，PAPK7）、C 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及神经营养因子（Neurotrophin 3，

NT-3）水平［8］。统计两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临床

疗效根据患者临床症状予以评价，显效：治疗后患者

神经功能明显改善，且生活可自理；有效：临床症状

改善，生活可部分自理，但仍反应迟钝；无效：治疗

后临床各项症状无改善或更为严重［9］。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16.0 软件分析，计量资料用 x±

s 表示，采用 t 检验进行比较，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Pearson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UPDRS 评分、MMSE、

ADL 及 MoCA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UPDRS 评分、MMSE、ADL

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in both groups. PARK7 and CRP level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

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levels of NT-3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ontrol（P<0.05）.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94.74％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73.68％ in control（P<0.05）. 

There was no adverse reaction during the treatment period. Conclusion Applicationof butylphenol soft capsules on pa-

tients with Parkinson's dementia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and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with great 

clinical efficacy and high security.

【Key words】Parkinson's dementia；Butylphenol soft capsules；Donepezil hydrochloride tablets；Cognitive func-

tion；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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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治疗后总有效率 94.74％，明显高于对照

组 73.68％，P<0.05。见表 3。且治疗期间并无明显

不良反应发生。
表3　两组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19 9 10 73.68

观察组 29 7 2 94.74

χ2 7.667

P 0.022

3　讨论

帕金森病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神经系统

变性疾病，患者主要表现为运动迟缓、肌肉强直运

动等，随着病情的不断发展，多数患者出现痴呆症

状，认知功能及记忆力下降，从而给其身心健康及

日常生活质量造成严重破坏［10，11］。随着人们对帕金

森痴呆的不断研究，发现其发病机制与上行胆碱能

通路功能障碍有紧密联系。盐酸多奈哌齐片是一种

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其可特异性与乙酰胆碱酯酶

相结合，提高人体脑内乙酰胆碱含量，从而改善患

者痴呆症状。临床实践证明，尽管采用盐酸多奈哌

齐片可改善患者临床症状，但会增加患者恶心、震

颤病情，从而影响临床疗效。丁苯酚软胶囊的主要

成分为人工合成消旋正丁基苯肽，它具有较强的抗

击脑细胞缺血、缺氧功能，抑制自由基生成及多巴

胺释放，同时还可通过提高人体脑血管内皮中前列

腺素、一氧化氮水平，降低其细胞内钙离子浓度等

多种途径来保护患者梗死后脑组织，改善脑细胞血

流量和缺血区氧化功能，从而保护神经细胞，有助

于患者脑神经功能的恢复。

有研究发现，线粒体功能障碍、机体氧化应激反

应为帕金森痴呆的重要发病机制之一，其中 CRP 是

一种重要的炎性反应标志物，PARK7 为帕金森病早

期发病致病基因编码的蛋白，而 NT-3 可提高人体自

由基代谢能力、加速钙离子平衡，同时还参与神经细

胞发育及分化［13］。通过检测以上各项指标可反映帕金

森痴呆患者病情变化及预后情况。此次研究显示患者

治疗后各项血清学指标明显改善，且观察组变化更为

显著，由此说明采用丁苯酚软胶囊治疗帕金森痴呆可

有效改善其症状，有利于改善其预后。此外，本研究

结果显示，两组治疗后 UPDRS 评分均明显低于治疗

前，MMSE、ADL 及 MoCA 评分明显高于治疗前。观

察组治疗后 UPDR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而 MMSE、

及 MoCA 评分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患

者治疗后 UPDRS 评分均明显低于治疗前，MMSE、

ADL 及 MoCA 评分均明显高于治疗前；观察组治疗

后 UPDR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而 MMSE、ADL 及

MoCA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 NT-3、PARK7 及

CRP 水平比较

两组治疗前血清 NT-3、PARK7 及 CRP 水平比

较，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 PARK7 及 CRP 水平明

显低于治疗前，而 NT-3 水平明显高于治疗前，观

察组治疗后 PARK7 及 CRP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

NT-3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UPDRS评分、MMSE、ADL及MoCA评分比较（x±s/分，n=38）

组别 时间 UPDRS MMSE ADL MoCA

对照组 治疗前 47.02±7.03 20.76±6.89 58.33±10.87 19.26±5.46

治疗后 32.68±4.88① 23.31±3.16① 68.97±11.65① 26.33±2.11①

观察组 治疗前 46.98±7.08 20.81±6.85 58.42±10.93 19.32±5.52

治疗后 20.28±3.76①② 26.86±2.89①② 78.61±12.76①② 28.76±1.05①②

注：与治疗前比较，①P<0.05；与对照组比较，②P<0.05。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NT-3、PARK7及CRP水平比较（x±s，n=38）

组别 时间 NT-3（ug/L） PARK7（ug/L） CRP（mg/L）

对照组 治疗前 18.62±3.31 31.83±4.33 8.19±0.87

治疗后 23.71±4.35① 22.96±2.25① 6.14±0.76①

观察组 治疗前 18.59±3.28 31.79±4.36 8.22±0.85

治疗后 33.14±3.82①② 13.47±3.18①② 4.01±0.53①②

注：与治疗前比较，①P<0.05；与对照组比较，②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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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L 及 MoCA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观察组治疗后总

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治疗期间并无明显不良反

应发生。进一步表明采用丁苯酚软胶囊治疗帕金森痴

呆临床效果显著，有利于促进患者神经功能恢复，改

善其认知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

综上所述，应用丁苯酚软胶囊治疗帕金森痴呆临

床疗效显著且安全，但此次研究样本量小，因此应用

丁苯酚软胶囊的安全性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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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剂量的情况下，应用草酸艾司西酞普兰辅助治

疗儿童癫痫伴抑郁症是安全可行的。

综上所述，草酸艾司西酞普兰联合 LTG 可有效

控制儿童癫痫发作，缓解抑郁症状，且安全性好。

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观察时间较短，所以还需要

更多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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