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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奈哌齐与法舒地尔联合心理疏导对血管性认知障碍患者的负性情绪及对
血清炎性因子的影响

李筱婷 、 翟洁敏 、 桑文霞 、 苏　航

【摘要】目的　探讨多奈哌齐与法舒地尔联合心理疏导对血管性认知障碍（VCI）患者负性情绪及血

清炎性因子水平的影响。方法　选取 68 例 VCI 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34 例。对照组应用多

奈哌齐治疗和心理疏导，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法舒地尔。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简易精神状态检查

量表（MMSE）、Barthel 指数（BI）、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检

测血清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白介素 -6（IL-6）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结果　观察组

治疗后 MMSE、BI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HAMA、HAMD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治疗后

血清 hs-CRP、IL-6 及 TNF-α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多奈哌齐与法舒地尔联合心理疏

导有利于改善 VCI 患者的认知功能与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减轻负性情绪，并可下调促炎因子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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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onepezil，fasudil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on negative emotions and serum 
inflammatory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vascular cognitive impairment　　LI Xiaoting，ZHAI Jiemin，SANG 
Wenxia，et al. the hospital of Xidian group，Xi'an 710077，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donepezil and fasudil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coun-

seling on negative emotion and serum inflammatory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vascular cognitive impairment（VCI）. 

Methods　68 patients with VCI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34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donepezil and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fasudil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Scale（MMSE），Barthel Index（BI），

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and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evaluated，

the serum levels of 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hs-CRP），interleukin-6（IL-6）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MMSE and BI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the HAMA and HAMD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erum levels of hs-CRP，IL-6 and TNF-α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donepezil and fasudil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is beneficial to improv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and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in patients with VCI，which can reduce the 

negative emotions，and down-regulate the levels of pro-inflammatory factors.

【Key words】Vascular cognitive impairment；Donepezil；Fasudil；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血管性认知障碍（VCI）主要表现为注意力受损、

执行功能下降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低下等，

可发展成为血管性痴呆（VD）［1］。VCI 影响患者的心

理健康和生活质量，而负性心理对 VCI 的发生及发

展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2］。血管扩张型药物法舒

地尔目前已证实对缺血性脑血管疾病具有良好疗效，

但关于其对 VCI 的影响目前尚缺乏充分循证医学证

据［3］。本研究对 VCI 患者采用法舒地尔、多奈哌齐

联合治疗，并配合心理疏导，观察了其对患者临床

疗效、认知功能、负性情绪及相关血清炎性因子的

影响，旨在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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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 ACI

患者 68 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34 例。观察组中，男 18 例，

女 16 例，年龄 45~75 岁，平均（63.17±6.14）岁；受

教育年限 6~16 年，平均（8.92±2.13）年；病程 1～12
个月，平均（4.62±1.13）个月。对照组中，男 20 例，

女 14 例，年龄 45~75 岁，平均（62.46±6.03）岁；受

教育年限 6~16 年，平均（8.85±2.06）年；病程 1~12
个月，平均（4.47±1.12）个月。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均自愿且签署知

情同意书，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1）符合《血管性认知障碍

诊治指南》［4］中对 VCI 的诊断标准，尚未达到 VD 诊

断标准；（2）年龄 40~75 岁；（3）简易精神状态检查

量表（MMSE）评分为 10~27 分；（4）Hachinski 缺血

指数量表（HIS）评分 >7 分；（5）病程≤ 12 个月。

1.2.2　排除标准　（1）合并大面积脑梗死、颅

内出血或活动性出血史者；（2）合并重症肺炎、肝

肾功能衰竭、心力衰竭、恶性肿瘤者；（3）其他疾

病或因素所致认知功能障碍；（4）重度抑郁或精神

障碍需用药控制者；（5）失语症、意识障碍等无法

配合研究及评价者。

1.3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予以常规对症支持治疗，如降压、

降糖、调脂、抗血小板等。对照组予以盐酸多奈哌

齐片口服，5mg/ 次，1 次 /d，连续服用 3 周。观察

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盐酸法舒地尔 30mL 溶于

0.9％氯化钠注射液 100mL 中静脉滴注，1 次 /d，连

续用药 3 周。两组治疗期间均予以心理疏导，30min/

次，2 次 / 周，内容包括：耐心听取患者的主诉，予

以个体化的安慰、鼓励、疏导及健康教育，使其认

识到良好心理对病情康复的重要性。通过激励、塑

造及榜样等方式矫正患者的不健康行为，如饮酒、

吸烟、不合理意识等。鼓励其每日参与阅读、慢跑、

有氧操等活动，改善身心健康。

1.4　观察指标

1.4.1　量表评价　治疗前后，采用 MMSE 量表

评价认知功能，包括 30 个条目，最高分为 30 分，

<27 分即为认知功能障碍，27~30 分为正常。采用

Barthel 指数评价 ADL，总分 100 分，得分越高表

示 ADL 越好。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和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价焦虑、抑郁情绪，

HAMA ≥ 14 分和 HAMD ≥ 17 分判定存在焦虑、抑

郁，得分越高则焦虑抑郁情绪越重。

1 .4 .2　血液检测　治疗前后，晨取空腹静脉

血 2mL，采用免疫比浊法测定血清超敏 C 反应蛋白

（hs-CRP），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测定血清白介素 -6
（IL-6）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9.0 版统计学软件分析，计量资料

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比较经 t 检验；计数

资料以百分率（％）表示，比较经卡方（χ2）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 MMSE、BI 比较

治疗前，两组 MMSE 和 BI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治疗后，两组评分均显著升高，且观

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治疗前后MMSE、BI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MMSE BI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34 17.85±2.23 24.02±3.51*# 77.58±4.24 84.83±6.75*#

对照组 34 17.92±2.31 21.27±3.42* 78.23±4.49 81.26±5.91*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两组治疗前后 HAMA、HAMD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的 HAMA、HAMD 评分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评分均有显著降

低，而观察组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治疗前后HAMA、HAMD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HAMA HAMD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34 17.52±3.34 12.14±2.11*# 20.33±3.17 14.01±2.25*#

对照组 34 17.36±3.16 14.02±2.25* 20.12±3.02 16.75±2.64*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3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 hs-CRP、IL-6、TNF-α

比较

治疗前，两组血清 hs-CRP、IL-6、TNF-α水平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

均显著降低，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见表 3。

2.4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治疗期间，两组均未见肝肾功能、心电图及血

常规等异常，观察组 1 例一过性低血压，1 例轻度面

色潮红，1 例恶心，不良反应率为 8.82％；对照组 1
例轻度恶心呕吐，1 例乏力，不良反应率 5.88％。组

间不良反应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9 年第 46 卷第 3 期 - 501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3　讨论

早期积极干预和治疗 VCI 有利于预防或延缓 VD

的发生［5］。目前，临床用于治疗 VCI 的药物包括以

多奈哌齐为代表的胆碱酯酶（AChE）抑制剂类药物、

以美金刚为代表的 N- 甲基 - D- 天冬氨酸受体拮抗

剂（NMDA 受体拮抗剂）、抗心血管病类药物、血管

保护性药物等［6］。多奈哌齐可高度选择性作用于中

枢神经系统中的 AChE 而产生活性抑制作用，提高

神经细胞突触间隙内 Ach 水平，从而改善认知功能，

对轻中度 VCI 具有一定的疗效［7］。但由于 VCI 的发

生机制较为复杂，单药治疗往往难以获得理想疗效，

需与其他药物联用。法舒地尔是一种新型异喹啉磺

胺衍生物，具有特效扩血管作用，还可抑制 Rho 激

酶而影响多种细胞的增殖、分化、迁移与凋亡过程，

产生广泛药理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①抑制

炎症细胞的迁徙、浸润等而减轻炎症反应；②拮抗钙

敏化反应，发挥扩张血管和舒张血管平滑肌等作用；

③抗氧化损伤而保护神经组织损伤；④抑制细胞过度

增殖，从而延缓器官重构；⑤降低同型半胱氨酸及血

糖水平，改善糖脂代谢紊乱等［8］。VCI 患者普遍伴有

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而心理功能与 VCI 的发生

及发展密切相关，超过 44％的 VCI 伴焦虑患者可最

终进展为痴呆［9］。因此，本研究中两组均开展心理

疏导，在此基础上配合药物治疗。

本研究发现：观察组采用联合用药治疗后整体

疗效优于对照组，主要表现为 MMSE 和 BI 评分较对

照组显著提高，且 HAMA、HAMD 评分较对照组显

著降低（P<0.05），推测多奈哌齐对 ACI 具有一定的

疗效，而与法舒地尔与之联合可产生疗效协同作用，

从而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及 ADL。同时，随着病情

的减轻，患者的心理应激也将随之减轻，故可表现

为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减轻，而心理应激的缓解

也更有利于疾病的缓解。研究还发现，脑血管疾病

及其所致认知功能损害中均存在明显的炎性因子高

表达及炎症细胞浸润，适度炎症反应属于保护性反

应，但过度炎症反应则会加重脑神经细胞损伤［10］。

hs-CRP、IL-6 及 TNF-α 均是目前公认的重要炎症

反应因子，其高表达可介导或加重炎症反应及组织

损伤程度［11］。本研究中，两组治疗前血清 hs-CRP、

IL-6 及 TNF-α均处于高表达状态，治疗后均获得明

显降低，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提示

联合用药能够更好地减轻 VCI 患者的炎症反应，这

对患者的认知功能康复具有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多奈哌齐与法舒地尔联合心理疏导

有利于减轻 VCI 患者的负性情绪，促进认知功能的

恢复，并有利于改善其 ADL，降低炎症因子水平可

能是其重要作用机制之一。但本研究样本较小且观

察指标有限，其具体作用机制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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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hs-CRP、IL-6、TNF-α比较（幽幽燃燃）

组别 例数
hs-CRP（ng/mL） IL-6（pg/mL） TNF-α（mg/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34 13.56±1.61 5.14±1.06*# 45.86±12.21 21.03±6.54*# 4.21±0.95 1.55±0.36*#

对照组 34 12.69±1.53 8.02±1.14* 47.02±11.43 27.96±8.18* 4.09±0.91 1.94±0.42*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