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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康复训练联合盐酸多奈哌齐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效果及对事件相关
电位的影响

张胜利 1 、 赵富利 2 、 杨永刚 1 、 李振宇 1

【摘要】目的　探讨综合康复训练联合盐酸多奈哌齐对阿尔茨海默型病（AD）患者的效果及对事

件相关电位的影响。方法　将 2015 年 1 月 ~201� 年 12 月收治的 112 例 AD 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

照组，每组 5� 例，对照组给予盐酸多奈哌齐治疗，观察组联合综合康复训练，随访 � 个月，比较

两组认知功能、生活质量、事件相关电位。结果　观察组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评分明显

高于对照组，身体健康、精力状况、记忆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P< 0.01）；内源性电位 N2、

P� 潜伏期明显短于对照组，P� 波幅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P< 0.01）。结论　综合康复训练联合

盐酸多奈哌齐有助于改善 AD 患者认知功能，提高生活质量，可能与调节患者的事件相关电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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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combined with donepezil on patients with Alzheimer（AD）
and its influence on event-related potential　　ZHANG Shengli，ZHAO Fuli，YANG Yonggang，et al. Luoyang 
Rong Kang Hospital of Henan Province，Luoyang 4716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combined with donepezil 

on patients with AD and its influence on event-related potential. Method　A total of 112 AD patients from January 2015 

to December 2016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n=56）and control group

（n=56）.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donepezil hydrochloride，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eha-

bilitation training in extra. After 3 months of follow-up，the cognitive function，living quality and event-related potential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score of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scale（MoCA）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and the scores of fitness，energy and memory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5）；the incubation periods of endogenous potentials N2 and P3 were signifi-

cantly short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and the amplitude of P3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combined with donepezil can improv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and living quality of AD patients，which may be related to the regulation of the event-related potential.

【Key words】Alzheimer's dementia；Donepezil hydrochloride；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Event re-

lated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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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茨海默型痴呆（Alzheimer’s disease，AD）

主要表现为记忆及认知功能障碍，并伴有各种神经

精神症状及行为障碍［1］。盐酸多奈哌齐是治疗 AD 的

首选药物，综合康复训练对认知功能与运动功能障

碍的改善作用较好。国内研究多探讨综合康复训练

的疗效以及对认知功能、生活质量的影响 ［2，3］，很

少探讨其作用机制。本文探讨综合康复训练联合盐

酸多奈哌齐对 AD 患者的效果及对事件相关电位的

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 2015 年 1 月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 AD 患者

112 例为研究对象，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告知研究事项后，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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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和对照组，各 56 例，观察组男 37 例，女 19 例；

年龄 56~75（62.35±5.34）岁；病程 1~6（3.65±0.54）
年；痴呆程度：轻度 24 例，中度 32 例；受教育年限

3~20（7.36±1.02）年；合并疾病：糖尿病 10 例，高

血压 8 例。对照组男 40 例，女 16 例；年龄 56~75
（62.24±5.24）岁；病程 1~6（3.64±0.48）年；痴呆

程度：轻度 26 例，中度 30 例；受教育年限 3~20（7.41
±1.10）年；合并疾病：糖尿病 9 例，高血压 9 例。两

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

断标准》［4］AD 相关诊断标准；（2）痴呆程度为中轻度；

（3）伴有影响正常生活的认知功能缺限。排除标准：

（1）严重认知功能障碍者；（2）严重心肝肾功能受损

者；（3）近 2 个月内应用抗精神病类药物治疗者。

1.�　方法

对照组给予盐酸多奈哌齐片（批准文号：国药准

字 H20030583，规格 5mg*7s）5mg/d，服用 1 个月后

改为 10mg/d，继续治疗 2 个月。合并高血压、糖尿

病患者给予降压、降糖治疗。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综合康复训练。

①评估：入院 1~2d，详细查阅患者病历资料，包括

性别、年龄、病程、合并疾病、受教育年限等，评

估患者痴呆程度、认知功能、精神状态、执行功能，

制定个性化综合康复训练方案：1 次 /d，30~60min/

次，5 次 / 周，连续 3 个月。②注意力训练：采用猜

测游戏、删字游戏、数字顺序训练、时间感觉训练

等方式，增强患者对特定事物的关注度；③记忆力训

练：采用定向力训练的方法，增强患者对时间、地点、

人物的认知概念；与患者一起回忆往事（1 次 / 周），

激发患者对既往事件的记忆；每天组织患者看新闻、

读报，加大信息刺激频率；使用笔记本、地图、日历

等辅助物，让患者记忆所在位置并进行寻找（15min/

次）。④语言功能训练：借鉴 Schuell 失语症刺激疗

法六原则［5］，由康复训练师选择图片、漫画、书刊，

指导患者反复阅读、描述（60min/ 次）。⑤运动功能

训练：包括呼吸训练、面部肌肉训练、肢体功能锻炼、

步态训练等，30min/ 次，2~3 次 / 周。

1.4　观察指标

1.4.1　康复效果　治疗前，治疗 3 个月，采用

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评估认知功能，包

括注意与集中等 8 个维度 11 个项目，总分 30 分，分

值越高，认知功能越好；采用老年痴呆生活质量量表

（QOL）评估生活质量，从身体健康、精力状况、记

忆 3 项进行比较，每条目从“差”到“良好”分别评

为 1~4 分，分值越高，生活质量越好。

1.4.2　事件相关电位

治疗前，治疗 3 个月，采用 WJ-1A 型事件相关

电位仪，Pz 点 N1、N2、P2、P3 潜伏期与 P3 波幅。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0.0 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

示，行独立样本 t 检验或配对 t 检验，计数资料用频

数表示，行卡方检验，以 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康复效果

治疗前，两组认知功能与生活质量评分比较无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3 个月，两组 MoCA 评

分明显高于同组治疗前，身体健康、精力状况、记

忆评分明显低于同组治疗前（P<0.05，P<0.01），

观察组 MoCA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身体健康、

精力状况、记忆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 .05，

P<0.01）。见表 1。

表1　两组AD患者治疗前后认知功能与生活质量比较（x±s），n=56

组别 时间 MoCA评分 身体健康 精力状况 记忆

观察组 治疗前 17.65±2.35 2.25±0.57 2.29±0.44 1.71±0.58

治疗3个月 22.32±3.21ab 2.98±0.62 ab 2.58±0.42 ab 2.08±0.63ab

对照组 治疗前 17.70±2.41 2.27±0.59 2.27±0.43 1.69±0.60

治疗3个月 19.21±2.56a 2.56±0.64a 2.36±0.41 1.87±0.59

注：与治疗前比较，t =8.785，6.486，3.568，3.233，3.214，2.493，1.134，1.601，aP<0.01，aP<0.05；与对照组治疗3个月比较，

t =5.668，3.527，2.805，2.428，bP<0.01，bP<0.05。

2.2　事件相关电位

治疗前，两组 N1、N2、P2、P3 潜伏期以及 P3

波幅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3 个月，两

组 N1、P2 潜伏期与治疗前、两组间比较亦无统计

学意义（P>0.05），两组 N2、P3 潜伏期明显短于同

组治疗前，P3 波幅明显高于同组治疗前（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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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乙酰胆碱缺失是导致痴呆的重要原因［6］，盐酸多

奈哌齐能够特异性抑制乙酰胆碱的分解活动，提高

顶叶皮质、颞叶、海马中乙酰胆碱表达水平 ［7］。动物

实验和人类的研究均证明，盐酸多奈哌齐提高大鼠

学习记忆能力［8］，改善 AD 患者的认知功能 ［9］。然而

单纯药物治疗效果有限，近年来提倡联合应用非药

物干预 ［10］。Frazzitta 等［11］研究认为，在药物治疗基础

上，辅以平衡功能训练及体位与行走训练，可显著

改善痴呆患者平衡功能与行走功能。本研究也发现：

盐酸多奈哌齐联合综合康复训练的观察组认知功能

与生活质量均明显好于单纯药物治疗的对照组，可

能与反复康复训练能够重塑中枢神经系统有关。

事件相关电位（event related potential，ERP）是

受到刺激后大脑皮层出现的诱发电位变化，外源性

电位（N1、P2）完全依赖于刺激的物理性质，反映

神经传入整合过程，内源性电位（N2、P3）则反应

出感觉、判断等心理活动过程，是表示大脑认知功

能的客观性指标。老年痴呆患者内源性电位 N2、P3
潜伏期较健康对照组明显延长，P300 波幅较健康对

照组明显降低［12］。本研究发现：观察组 N2、P3 潜伏

期明显短于对照组，P3 波幅明显高于对照组，且与

认知功能有良好的匹配性，提示综合康复训练联合

盐酸多奈哌齐有助于改善 AD 患者认知功能。

综上所述，综合康复训练联合盐酸多奈哌齐有

助于改善 AD 患者认知功能，提高生活质量，可能与

调节患者的事件相关电位有关。本研究局限性包括：

一、综合康复训练尚未与患者个体特征完全匹配，

二、缺乏对康复效果与事件相关电位的相关性分析，

三、观察时间较短，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我

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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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观察组 N2、P3 潜伏期明显短于对照组， P3 波幅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P<0.01）。见表 2。

表2　两组AD患者治疗前后事件相关电位比较（x±s），n=56

组别 时间
潜伏期（ms） 波幅（μv）

N1 N2 P2 P3 P3

观察组 治疗前 106.45±12.14 287.65±34.26 162.58±24.36 392.15±40.12 5.10±0.72

治疗3个月 97.82±11.32 220.45±23.62ab 158.32±22.45 315.25±32.52 ab 11.36±1.25 ab

对照组 治疗前 105.74±13.24 287.16±32.56 161.85±25.23 391.65±41.25 5.12±0.80

治疗3个月 98.65±12.12 258.36±27.15a 160.21±23.14 354.62±36.12a 8.15±1.04a

注：与治疗前比较，t =12.085，11.143，32.475，5.084.5.084，31.464，aP<0.05，aP<0.01；与对照组治疗3个月比较，t =7.833，

6.062，14.773，bP<0.05，bP<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