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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苯酞联合银杏叶胶囊治疗帕金森症伴抑郁、睡眠障碍患者的疗效评价

刘　茹 1 、 王化冰 2 、 张素芬 1 、 李红军 1 、 吕福周 1 、 吴乃中 1

【摘要】目的　探究丁苯酞联合银杏叶胶囊治疗帕金森症伴抑郁、睡眠障碍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为 2016.3~2017.8 之间我院收治的 118 例帕金森症伴抑郁、睡眠障碍患者为研究对象，采

用数字表法随机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各 59 例，对照组单纯采用银杏叶胶囊治疗，观察组则在对

照组基础上加用丁苯酞治疗，分别采用帕金森病综合评分（UPDRS）Ⅱ、UPDRS Ⅲ、汉密尔顿抑

郁量表（HAMD）、帕金森病睡眠量表（PDSS）评价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情况。结果　治疗前、治疗

4 周时两组患者 UPDRS Ⅱ、Ⅲ评分对比无显著差异（P> 0.05），治疗 8 周时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

（P< 0.05）；治疗前两组患者 HAMD 评分对比无显著差异（P> 0.05），治疗 4 周、治疗 8 周时观察组

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治疗前两组患者 PDSS 评分对比无显著差异（P> 0.05），治疗 4 周、治疗

8 周时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丁苯酞联合银杏叶胶囊治疗能够有效改善帕金森症

伴抑郁、睡眠障碍患者的抑郁症状和睡眠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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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of Butylphthalide combined with Ginkgo Biloba capsule on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sleep disorder　　LIU Ru，WANG Huabing，ZHANG Sufen，et al. The third center of the hospital of 
Baoding，Baoding 07105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Butylphthalide combined with Ginkgo biloba extract 

on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sleep disorders. Methods　A total of 118 Parkinson's disease pa-

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sleep disorders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n=59）and con-

trol group（n=59）.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Ginkgo Biloba capsule，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Ginkgo Biloba capsule combined with Butylphthalide. The（UPDRS）II，UPDRS III，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Parkinson's Disease Sleep Scale（PDSS）were evaluated the efficacy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4，8 weeks of treatment.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UPDRS Ⅱ and Ⅲ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4 weeks of treatment（P>0.05）. After the 8 weeks of treatment，the UPDRS Ⅱ and Ⅲ 

scores of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Before treat-

ment，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 scores of HAMD and PDS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after 4 

and 8 weeks of treatment，the scores of HAMD and PDS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Butylphthalide combined with Ginkgo Biloba capsul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on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sleep dis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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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PD）的运动症状和体征是临床治疗

关注的重点，而非运动症状如抑郁情绪、睡眠障碍

的治疗上关注不够。研究显示 PD 患者并发抑郁的

概率为 35％以上，伴发睡眠障碍的概率在 42％以

上［1，2］，因此也需要重视。丁苯酞是我国自主研发的

一种多靶点抗脑缺血药物，在多种神经疾病治疗上

均有较好疗效［3］；银杏叶胶囊属于中药制剂，已有报

道指出银杏叶提取物能够有效改善 PD 患者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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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4］。本文就丁苯酞联合银杏叶胶囊治疗帕金森

症伴抑郁、睡眠障碍患者的疗效进行研究，现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选取为 2016.3~2017.8 之间我院收治的

118 例帕金森症伴抑郁、睡眠障碍患者，采用数字表

法随机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各 59 例，观察组包括男

性 27 例，女性 32 例，年龄 61~78 岁，平均 68.2±5.6
岁，病程 3~14 年，平均 8.2±2.5 年；对照组包括男

性 28 例，女性 31 例，年龄 60~79 岁，平均 68.0±5.5
岁，病程 2~14 年，平均 8.1±2.3 年。两组患者基线

资料对比无显著差异（P>0.05）。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 符合 PD 诊断标准［5］；2. 年龄＜ 80
岁，性别不限；3.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

≥ 18 分；4. 至少包括入睡困难、早醒、维持睡眠困

难等一种失眠表现；5. 患者知情同意参与研究。排除

标准：1. 改良 Hoehn-Yahr 分级＞ 4 级；2. 继发性 PD；

3. 合并其他严重中枢神经病变；4. 有精神病史或滥用

药物史。

1.3 　方法

对 照 组 单 纯 采 用 银 杏 叶 胶 囊 （ 国 药 准 字：

Z20040100）治疗，给予患者银杏叶胶囊 2 粒 / 次，3
次 /d 口服；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丁苯酞

软胶囊（国药准字：H20050299）治疗，200mg/ 次，3
次 /d。两组患者均连续用药 8 周。

1.4 　评价方法

分别采用帕金森病综合评分（UPDRS）Ⅱ、

UPDRS Ⅲ、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帕金森

病睡眠量表（PDSS）评价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 4
周、治疗 8 周时的疗效状况。UPDRS Ⅱ、Ⅲ评分越

高则说明患者日常生活能力、运动能力受限越严重；

HAMD 评分越高则说明患者抑郁程度越重；PDSS 评

分越低则说明患者睡眠质量越差。

1.5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录入 SPSS 20.0 软件包进行处理，计量

资料用 x±s 表示，组间对比用 t 检验，检验水平

α=0.05。

2　结果

2.1　生活、运动障碍评分对比

治疗前、治疗 4 周时两组患者 UPDRS Ⅱ、Ⅲ评

分对比无显著差异（P>0.05），治疗 8 周时观察组显

著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各时期的UPDRS Ⅱ、Ⅲ评分统计对比 
（分，x±s）

组别 时期 UPDRS Ⅱ UPDRSⅢ

观察组（n=59） 治疗前 23.6±4.5 32.3±4.7

治疗4周 19.4±3.6# 28.1±3.9#

治疗8周 12.6±2.8#* 21.7±3.5#*

对照组（n=59） 治疗前 23.5±4.2 32.1±4.5

治疗4周 20.3±4.0# 28.9±4.2#

治疗8周 16.5±2.5# 24.4±3.3#

注：#表示与治疗前相比P<0.05；*表示与对照组相比

P<0.05

2.2　抑郁情绪评分对比

治疗前两组患者 HAMD 评分对比无显著差异

（P>0.05），治疗 4 周、治疗 8 周时观察组显著低于

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各时期的HAMD评分统计对比（分，x±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4周 治疗8周

观察组 59 26.4±3.5 22.1±2.9#* 17.4±2.5#*

对照组 59 26.5±3.4 24.9±3.5 22.6±3.1#

注：#表示与治疗前相比P<0.05；*表示与对照组相比

P<0.05

2.3　睡眠障碍评分对比 

治疗前两组患者 PDSS 评分对比无显著差异

（P>0.05），治疗 4 周、治疗 8 周时观察组显著高于

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各时期的PDSS评分统计对比（分，x±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4周 治疗8周

观察组 59 79.4±16.8 65.1±11.2#* 49.6±8.9#*

对照组 59 79.2±15.8 72.3±14.2# 65.7±9.2#

注：#表示与治疗前相比P<0.05；*表示与对照组相比

P<0.05

3　讨论

PD 伴发抑郁、睡眠障碍的具体机制尚未阐明，

主要认为是由于慢性神经病变导致功能损害或引起

相关的心理反应所致，同时也不排除抗 PD 药物导致

5-HT 水平降低、多巴胺系统损害等因素所致［6］。也

有学者认为 PD 患者产生抑郁情绪和睡眠障碍是 PD

本身所致的神经心理障碍［7］。Remy 等人［8］的研究显

示，PD 患者的症状严重程度与抑郁、睡眠障碍的程

度呈正性相关，PD 患者的疾病进展会导致抑郁、睡

眠障碍的产生，而抑郁、睡眠障碍程度的加深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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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 PD 病情加重，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在治疗

PD 的同时做好抑郁、睡眠障碍治疗十分必要。

银杏叶胶囊属于中药制剂，其主要成分为银杏

叶提取物，具有改善中枢神经系统供氧、保护神经

元 ATP 酶活性、促进氧自由基清除、减少神经元亚

细胞器损害等作用［9］，已有研究表明银杏叶提取物

能够有效改善 PD 患者的临床症状，并可一定程度上

改善 PD 患者的认知功能，被认为可能通过减少胆碱

能系统损伤有关［10］。关于银杏叶提取物治疗抑郁的

报道较少，Litvan 等人［11］的研究表明银杏叶能够有

效改善血管性抑郁患者的临床症状，并认为可能与

银杏叶提取物的抗氧化、改善血流动力学指标、抑

制生物胺再摄取及增加乙酰胆碱释放有关。丁苯酞

在脑血管病的治疗中应用广泛，该药物具有多靶点

治疗的特性，能够加速氧自由基清除、改善线粒体

功能、抑制细胞凋亡，有学者研究认为丁苯酞对于

神经遗传疾病也具有较好疗效，并认为可能是通过

线粒体功能调节实现的［12］。本研究发现：两组治疗

后 UPDRS Ⅱ、Ⅲ评分均有显著改善，且丁苯酞联合

银杏叶胶囊对 PD 患者的生活、运动能力改善疗效确

切，观察组在治疗 8 周时的 UPDRS Ⅱ、Ⅲ评分改善

要显著优于对照组，这说明两种药物联合应用可有

效提高疗效。从两组患者的抑郁、睡眠障碍改善情

况来看，观察组在治疗 4 周、治疗 8 周时的 HAMD、

PDSS 评分改善均显著优于对照组，这说明联合应用

丁苯酞能够更加迅速、有效的改善患者的抑郁及睡

眠障碍表现。

综上所述，丁苯酞联合银杏叶胶囊治疗帕金森

症伴抑郁、睡眠障碍患者的疗效确切，能够有效改

善患者的临床症状。但由于本次研究样本量较小，

且并未对不同剂量应用的效果进行评价，尚需扩大

样本量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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