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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奈哌齐对老年痴呆患者学习记忆功能及事件相关电位的影响

徐世超 、 刘文滔 、 饶冬萍 、 王春江

【摘要】目的　观察多奈哌齐对老年痴呆患者学习记忆功能及事件相关电位的影响。方法　选取

88 例老年痴呆患者，按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44 例。观察组应用多奈哌齐治疗，对

照组应用奥拉西坦治疗。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的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评分、Barthel 指数（BI）、

事件相关电位及不良反应总发生率。结果　两组治疗后的定向力、记忆力、计算能力、回忆能力、

学习能力评分及 BI 指数均较治疗前升高，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 0.05）。两组治疗后的 Fz 区、C3

区、C4 区潜伏期均较治疗前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 0.05）。两组治疗后的 Pz 区、C3 区、

C4 区波幅均较治疗前升高，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 0.05）。两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分别 13.64％、

11.36％（P> 0.05）。结论　多奈哌齐治疗老年痴呆患者可有效提高患者学习记忆功能与日常生活能

力，且 Fz、C3、C4 区潜伏期缩短与 Pz、C3、C4 区波幅升高更明显，更利于促进患者认知功能的改善。

【关键词】老年痴呆；多奈哌齐；学习记忆；事件相关电位；认知功能

【中图分类号】R7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18）04-0682-05

Effects of donepezil on learning and memory function and event - related potential ofsenile dementia patients
　　XU Shichao，LIU Wentao，RAO Dongping，et al. Brain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Guangzhou 
Huiai Hospital），Guangzhou 51037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donepezil on learning and memory function and event- related 

potential in senile dementia patients. Methods　88 patients with senile dementia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44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donepezil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Oxiracetam. The MMSE score，Barthel index

（BI），event-related potential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nd the total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cores of orientation，memory，computing ability，memory ability，learning abil-

ity and BI index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both group，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P<0.05）. The latency of Fz，C3 and C4 area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both group，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amplitude of Pz，C3 and C4 area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both 

group，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P<0.05）. The total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ere 13.64％ and 11.36％ between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Donepezil treatment for senile dementia pa-

tient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arning and memory function and daily living ability，and Fz，C3，C4 area latency 

shortened and Pz，C3，C4 area amplitude is more obvious，more conducive to promote cognitive function improve.

【Key words】Senile dementia；Donepezil；Learning and memory；Event-related potentials；Cognitive function

老年痴呆为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认知功能下

降，主要表现为学习记忆功能下降，常伴进行性日

常生活能力减退与情感反应障碍。有研究发现［1］，痴

呆的主要病因为乙酰胆碱缺失，胆碱脂酶抑制剂可

促使患者脑胆碱系统功能得到改善而提高学习记忆

功能。盐酸多奈哌齐为高选择性乙酰胆碱酶抑制剂，

以往研究［3］多局限于该药物对患者认知功能及行为

能力的作用。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为近年新兴的国际脑电生理技术，指人对某种

刺激进行高级认知过程时头皮上所记录的电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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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大脑对该刺激的记忆、判断等［3］。本研究以 88
例老年痴呆患者为例，观察多奈哌齐对老年痴呆者

学习记忆功能及 ERP 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入组标准：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

第三版（精神障碍分类）》［4］中老年性痴呆的诊断标

准；年龄 65~85 岁；患者具备一定听觉、视觉分辨能

力；可配合完成相关测试并坚持用药；家属对研究知

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合并严重脏器功能

衰竭者；合并糖尿病、活动性肺结核、甲状腺功能异

常、恶性肿瘤及消化或呼吸系统疾病者；因其它原因

（如躁郁症、精神分裂症）所致认知障碍者；对治疗

药物过敏者；短期内应用过相关药物可能影响疗效判

定者。

我院 2014 年 10 月 ~2016 年 10 月共收治 88 例老

年性痴呆患者，按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

各 44 例。观察组男 14 例、女 30 例；年龄 66~84 岁，

平均（72.2±5.3）岁；病程 2~7 年，平均（3.6±0.9）

年。对照组男 16 例、女 28 例；年龄 65~83 岁，平均

（72.4±5.6）岁；病程 2~6 年，平均（3.5±1.1）年。

两组基线资料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

均衡性。

1.2　方法

观察组应用多奈哌齐治疗：每晚睡前口服，5 

mg/ 次。对照组应用奥拉西坦胶囊治疗：口服，800 

mg/ 次、2 次 /d。两组用药时间均为 3 个月，期间均

予以康复训练，包括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训练、认知

功能训练、心理支持治疗、作业疗法，45min/ 次、2
次 / 周，由治疗师和主管护士执行。

1.3　观察指标

1 .3 .1　 认 知 功 能 　 采 用 简 易 精 神 状 态 量 表

（MMSE）于治疗前后对两组患者认知功能进行评估，

共包括定向力（10 分）、记忆力（3 分）、计算能力（5
分）、回忆能力（3 分）、学习能力（9 分）等维度，总

分 30 分，≥ 27 分为正常。 

1.3.2　日常生活能力　采用 Barthel 指数（BI）

于治疗前后对两组患者日常生活能力进行评估，共

100 分，评分越高日常生活能力越强。 

1.3.3　事件相关电位　分别于两组患者治疗前

后检测 ERP，检测前一天洗头（不擦头油），测试前

排净大小便。所用检测仪器为事件相关电位仪（型

号 WJ-1，广州市润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检

测时患者坐在舒适的椅子上，其面前放置一个屏幕，

双眼与屏幕上所呈现的刺激词平行。向患者介绍测

评性质及要求，所选刺激词汇需为使用频率非常高

的简单词汇。一个词一个词的慢速呈现，刺激材料

中包括匹配及非匹配的句子，如“他在面包上涂果

酱”为匹配句子，“他在面包上涂口红”为非匹配句

子。当一个句子的全部词汇呈现完毕后询问受试者

语句是否正确、匹配。对每个匹配及非匹配句子的

每条 ERP 测定 N400 的 Fz、Pz、C3、C4 电极的数值，

由仪器自动测验、计算和显示，表示非匹配句子的

ERP 的平均值，体现对非匹配句子的反应。

1.3.4　安全性　记录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

应发生情况，比较药物不良反应总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9.0 处理数据，计量资料用（x±s）表

示，组内差异的比较采取配对 t 检验，组间差异的比

较行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用（n，％）表示，比

较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认知功能与日常生活能力

两组治疗前 MMSE 和 BI 指数，组间差异不明显

（P>0.05）；治疗后的定向力、记忆力、计算能力、

回忆能力、学习能力评分及 BI 指数均较治疗前升

高（P<0.05）；观察组治疗后上述指标均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1。

2.2　N400 潜伏期

两组治疗前 Fz 区、Pz 区、C3 区、C4 区潜伏期

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的 Fz 区、C3 区、

C4 区潜伏期均较治疗前降低（P<0.05）；观察组治疗

后的上述指标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2.3　N400 波幅

两组治疗前 Fz 区、Pz 区、C3 区、C4 区波幅无

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的 Pz 区、C3 区、C4
区波幅均较治疗前升高（P<0.05）；观察组治疗后的

上述均高于对照组（P<0.05）。表 3。

2.4　不良反应

两组治疗期间均未见血尿常规、心脑电图及肝

肾功能异常，出现呕吐 2 例，未予处理自行缓解；头

晕 4 例，采取卧床休息；腹胀腹痛 3 例，予以腹部按

摩；失眠 2 例，程度轻微，未予处理自行缓解。观

察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 13.64％（6/44），对照组

为 11.36％（5/4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104，

P=0.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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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治疗前后MMSE评分与BI评分的比较（x±s，分）

组别
定向力 组内比较 记忆力 组内比较

治疗前 治疗后 组内t值 组内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组内t值 组内P值

观察组（n=44） 4.6±1.2 5.4±0.8* 3.679 0.000 1.4±0.5 2.1±0.6* 5.945 0.000

对照组（n=44） 4.5±1.0 5.1±0.5* 3.560 0.001 1.5±0.4 1.8±0.5* 3.108 0.003

组间t值 0.425 2.109 1.036 2.548

组间P值 0.672 0.038 0.303 0.013

组别
计算能力 组内比较 回忆能力 组内比较

治疗前 治疗后 组内t值 组内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组内t值 组内P值

观察组（n=44） 2.5±0.7 3.7±0.9* 3.982 0.000 1.6±0.4 2.4±0.6* 7.359 0.000

对照组（n=44） 2.6±0.6 3.2±0.8* 3.980 0.000 1.5±0.5 2.0±0.5* 4.690 0.000

组间t值 0.719 2.754 1.036 3.397

组间P值 0.474 0.007 0.303 0.001

组别
学习能力 组内比较 BI指数 组内比较

治疗前 治疗后 组内t值 组内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组内t值 组内P值

观察组（n=44） 4.7±0.8 6.0±1.1* 6.340 0.000 30.5±5.9 43.2±6.0* 10.011 0.000

对照组（n=44） 4.8±0.6 5.1±0.7* 2.158 0.034 30.2±5.0 36.7±5.5* 5.801 0.000

组间t值 0.551 4.016 21.820 5.297

组间P值 0.583 0.000 0.000 0.000

表2　两组治疗前后不同区的N400潜伏期比较（x±s，ms）

组别
Fz 组内比较 Pz 组内比较

治疗前 治疗后 组内t值 组内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组内t值 组内P值

观察组（n=44） 448.6±32.2 423.8±24.3 4.077 0.000 414.6±23.1 420.4±20.4 1.248 0.215

对照组（n=44） 446.6±30.2 435.2±20.3 2.078 0.041 413.6±20.4 422.3±21.0 1.971 0.052

组间t值 0.274 2.388 0.215 0.430

组间P值 0.785 0.019 0.830 0.668

组别
C3 组内比较 C4 组内比较

治疗前 治疗后 组内t值 组内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组内t值 组内P值

观察组（n=44） 442.5±25.0 415.2±20.4 5.612 0.000 458.7±31.2 427.6±22.5 5.363 0.000

对照组（n=44） 443.1±23.1 428.5±23.0 2.971 0.004 456.9±32.7 437.5±20.6 3.330 0.001

组间t值 0.117 2.870 0.264 2.153

组间P值 0.907 0.005 0.793 0.034

3　讨论

老年痴呆对患者生活质量影响巨大，同时增加

了家庭及社会的经济负担，已引起全球关注。本研

究将多奈哌齐与奥拉西坦治疗老年痴呆的疗效进行

对比，结果显示，两组经治疗后定向力、记忆力、

计算能力、回忆能力、学习能力评分、BI 指数均有

所升高，观察组升高幅度更大，提示多奈哌齐治疗

老年痴呆可更有效提高患者学习记忆功能与日常生

活能力，与有关研究结论相符［5］。多奈哌齐为选择

性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可抑制脑内胆碱酯酶对乙

酰胆碱的水解，减轻淀粉样蛋白的神经毒性，使海

马神经元得到保护，改善脑神经受损情况。药物安

全性观察结果显示，两种治疗方案的不良反应总发

生率接近，无明显差异，且不良反应以轻度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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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患者停药及减量，具有较高安全性。

以往研究［6］多采用各种量表对患者认知功能进

行评估，结果受较多因素影响。有专家提出［7］，部

分脑电生理指标也可反映患者认知功能与病情，且

为无创性检查，易被接受。ERP 是基于脑组织受到

不同语言刺激时电位的不同所提出的脑电生理技术。

N400 起源于双侧前中颞叶结构，包括杏仁核、海马、

前下颞皮质等，而以上这些部位均为痴呆患者脑结

构受损的主要部位，故 N400 成为痴呆 ERP 的主要

研究区域。N400 是 ERP 的内源性成分，属语言相关

电位。已有研究显示 8］，N400 可清晰反映脑组织的

认知活动和瞬间变化，其中波幅、潜伏期反映大脑

语言认知加工过程。本研究创新性的使用 ERP 对两

组患者的疗效进行评估，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后 Fz

区、C3 区、C4 区的潜伏期均低于本组治疗前及对照

组，Pz、C3 区、C4 区的波幅均高于本组治疗前及对

照组。

N400 反映的是个体的即时语义整合功能，当靶

词语与其所处的语义背景不匹配时就会引起较大波

幅，提示个体对不匹配刺激的整合过程需动用更多

资源，已逐渐成为评估认知障碍程度的一个客观指

标。已有研究［9］将 N400 应用于大脑语言障碍性疾病

的研究，但其在老年痴呆中的应用研究则鲜有报道。

波幅反映词汇信息整合的难易程度，潜伏期则反映

词汇提取阶段的认知加工过程，潜伏期越短则提取

加工越快，认知加工越早［10］。本研究中观察组经治

疗后 Fz 区、C3 区、C4 区潜伏期均更短、Pz 区、C3
区、C4 区波幅均更高，提示患者经多奈哌齐治疗后

对语言刺激的信息整合更容易，且度信息的提取速

度加快，从侧面反映患者认知功能更佳。目前受到

临床技术的限制，尚无法完全解释 Fz 区、Pz 区、C3
区、C4 区等不同区域潜伏期及波幅的变化在患者认

知过程中所承担的作用，只能以总体效果进行讨论，

为本研究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探索。

综上所述，多奈哌齐治疗老年痴呆患者可有效

提高患者学习记忆功能与日常生活能力，且 Fz 区、

C3 区、C4 区潜伏期缩短与 Pz、C3 区、C4 区波幅升

高更明显，更利于促进患者认知功能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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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治疗前后不同区的波幅比较x±s，uV）

组别
Fz 组内比较 Pz 组内比较

治疗前 治疗后 组内t值 组内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组内t值 组内P值

观察组（n=44） 8.5±5.1 10.4±4.2 1.908 0.060 7.5±3.1 11.6±3.3* 6.007 0.000

对照组（n=44） 8.4±4.6 10.0±4.7 0.605 0.547 7.6±3.0 9.9±3.2* 3.478 0.001

组间t值 0.097 0.421 0.154 2.453

组间P值 0.923 0.675 0.878 0.016

组别
C3 组内比较 C4 组内比较

治疗前 治疗后 组内t值 组内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组内t值 组内P值

观察组（n=44） 8.8±3.5 11.6±2.8* 4.144 0.000 8.0±3.0 11.1±2.6* 5.180 0.000

对照组（n=44） 8.9±3.7 10.4±2.5* 2.228 0.029 8.1±3.1 10.0±2.4* 3.215 0.002

组间t值 0.130 2.120 0.154 2.062

组间P值 0.897 0.037 0.878 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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