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0 年第 47 卷第 1 期 - 101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叶酸、维生素B12联合多奈哌齐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认知功能及精神行为
症状的影响

刘得伟 1 、 许俊华 2 、 张东风 1 、 张艳华 1

【摘要】目的　探讨叶酸、维生素 B12、多奈哌齐联合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效果。方法　采

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我院 111 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分组，对照组 �� 例给予多奈哌齐治疗，观察组 ��

例联合叶酸、维生素 B12 治疗，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后血清神经递质水平、血清细胞因子水平、认知

功能、精神行为症状及临床疗效。结果　观察组治疗后 Glu、BDNF、GABA、VEGF、�-HT、Ach

水平、MMSE 评分及总有效率均高于对照组，IL-�、INF-γ水平及 NPI 评分低于对照组（P< 0.0�）。

结论　叶酸、维生素 B12 联合多奈哌齐能够有效改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精神行为症状及认知功能，

其机制可能与调节血清神经递质及细胞因子水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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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folic acid，vitamin B12 and donepezil 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mental behavior in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LIU Dewei，XU Junhua，ZHANG Dongfeng，et al. General Hospital of Hebi Coal In-
dustry（Group）Co. ，Ltd. Hebi 458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folic acid，vitamin B12 and donepezil in patients with Alzheim-

er's disease. Methods　A total of 111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were enrolled in our hospital. The control group

（n=55）was treated with donepezil. The observation group（n=55）was treated with folic acid and vitamin B12 ex-

tra. The serum neurotransmitter levels，serum cytokine levels，cognitive function，mental behavioral symptoms and 

clinical efficacy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Glu，BDNF，GABA，VEGF，5-HT，Ach levels，

MMSE scores and total effective rate were high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IL-6，INF-γ 

levels and NPI scores were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Conclusion　Folic acid，vitamin B12 and done-

pezil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mental behavior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The mechanism 

maybe is related to the regulation of serum neurotransmitters and cytok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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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茨海默病属于神经退行性病变，发病率呈

现逐渐增加趋势［1］。其确切的发病机制并不明确，

亦缺乏特效的治疗药物，多奈哌齐主要通过调节大

脑胆碱能神经功能控制疾病进程，但是整体治疗效

果有限。有研究指出［2］，维生素 B12 缺乏、叶酸缺

乏等与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发展有着密切关联，通

过补充机体内维生素、叶酸水平，有利于疾病的改

善。本研究旨在观察多奈哌齐联合维生素 B12、叶

酸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1 月 ~2018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 111
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经神经心理学测验、血液学、

神经影像学、脑电图、脑脊液等检查确诊符合阿尔

茨海默病诊断标准［3］，纳入患者简易智力状态量表评

分（MMSE）≤ 24 分，患者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经

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排除药物禁忌症、合并恶性

肿瘤者、癫痫史、精神病史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

进行分组，对照组 55 例，其中男 32 例，女 23 例；年

龄 61~79 岁，平均（69.36±6.25）岁；受教育年限：

9~20 年，平均（14.36±1.25）年；病程 1~5 年，平均

（2.95±0.33）年；痴呆程度：轻度 25 例，中度 30 例。

［作者工作单位］1. 鹤壁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鹤壁，4��000）；2 鹤壁市人民医院。

［第一作者简介］刘得伟（1�77.0�-），男，河南浚县人，本科，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神经内科。

［通讯作者］刘得伟（Email：liudeweihn@1��. com）。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0 年第 47 卷第 1 期- 102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观察组 56 例，其中男 31 例，女 25 例；年龄 62~80 岁，

平均（69.41±6.29）岁；受教育年限：9~20 年，平均

（14.43±1.27）年；病程 1~6 年，平均（2.98±0.36）

年；痴呆程度：轻度 23 例，中度 33 例。两组患者资

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 组 患 者 均 给 予 多 奈 哌 齐 （ 国 药 准 字

H20070181，规格 5mg*7s*1 板）口服，5mg/ 次，1
次 /d，30d 后将剂量调整至 10mg/ 次，1 次 /d；观

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增加维生素 B12（国药准字

H14023321，规格 25 μg*100 片）口服，25~100 μg/d，

分 4 次服用，叶酸片（国药准字 H12020215，规格

5mg*100 片）口服，5mg/ 次，1 次 /d，两组患者均持

续治疗 6 月并对比疗效。

1.�　观察指标

（1）血清神经递质水平：空腹下抽取肘静脉血

3mL，采用放射免疫法检测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谷氨

酸（Glu）、γ- 氨基丁酸（GABA）、5- 羟色胺（5-HT）

及乙酰胆碱（Ach）水平，并进行对比：（2）血清

细胞因子水平：空腹下抽取静脉血 5mL，采用免疫

吸附法检测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白细胞介素 -6
（IL-6）、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干扰素 -γ

（INF-γ）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水平；（3）

认知功能：采用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MMSE）评

价患者认知功能变化，其内包括视空间、延迟记忆、

即刻记忆、时间定向力、语言等 7 大项，30 个条目，

每条目 0~1 分，总分 30 分，其中，27~30 分为正常，

<27 分为认知功能障碍，21~26 分为轻度认知功能障

碍，10~20 分为中度认知功能障碍，0-9 分为重度认

知功能障碍；（4）精神行为症状：采用神经精神科问

卷评分（NPI）进行评价，其内包括妄想、幻觉、攻

击行为、心境不悦、焦虑、情绪高昂、异常举动、

饮食变化等 12 项，每项采用严重程度、发生频率及

苦恼程度进行评价，其中严重程度 1~3 分，发生频

率 1~4 分，苦恼程度 0~5 分，分数越高提示患者症

状越严重，总分 = 严重程度 + 发生频率；（5）临床疗

效 显效：治疗后患者症状体征均显著改善，MMSE 评

分减分率 >75％；有效：症状体征明显改善，MMSE

评分减分率 45％~75％；无效：症状体征改善效果并

不明显或加重，MMSE 评分减分率 <45％［4］。

1.4　统计方法

文中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

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 χ2 值进行检验，计

量资料采用（x±s）表示、t 检验，P<0.05 认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血清神经递质水平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Glu、GABA、5-HT、Ach

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情见表 1。

2.2　血清细胞因子水平

对照组患者治疗后 IL-6、INF-γ水平均明显高

于观察组患者，BDNF、VEGF 水平低于观察组患者，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情见表 2。

2.�　认知功能及精神行为症状

两组患者治疗前 MMSE 评分及 NPI 评分均无统计

学意义（P>0.05），治疗后各项评分均显著改善，观

察组患者改善效果更为明显，且幅度明显优于对照组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神经递质水平对比（x±s）

组别 时间 Glu（μmol/L） GABA（μmol/L） 5-HT（ng/mL） Ach（nmol/L）

对照组（n=55） 治疗前 63.94±7.16 19.61±2.23 44.91±6.35 22.26±3.05

治疗后 79.96±7.69△ 24.31±2.55△ 56.85±6.71△ 30.02±3.16△

观察组（n=56） 治疗前 64.02±7.19 19.59±2.19 44.89±6.31 22.31±3.09

治疗后 94.55±8.39△▲ 31.03±2.99△▲ 69.15±6.87△▲ 40.11±3.52△▲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细胞因子水平对比（x±s）

组别 时间 IL-6（ng/L） BDNF（μg/L） INF-γ（ng/L） VEGF（ng/L）

对照组（n=55） 治疗前 40.22±5.19 18.88±2.29 70.02±7.58 101.55±12.55

治疗后 29.02±3.60△ 25.01±2.59△ 49.01±5.90△ 143.66±13.75△

观察组（n=56） 治疗前 40.26±5.25 18.91±2.34 70.05±7.61 101.76±12.61

治疗后 19.66±2.81△▲ 33.01±3.02△▲ 33.95±4.06△▲ 190.15±14.61△▲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0 年第 47 卷第 1 期 - 10�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情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MMSE、NPI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MMSE评分
NPI评分

总分 苦恼得分

对照组（n=55） 治疗前 13.97±2.11 75.11±5.30 53.66±5.13

治疗后 17.91±2.25△ 37.91±3.99△ 26.19±4.01△

观察组（n=56） 治疗前 13.89±2.09 75.20±5.27 53.49±5.09

治疗后 22.18±2.31△▲ 28.98±2.16△▲ 15.02±2.36△▲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4　临床疗效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总有效率 91 .07 ％显著高

于对照组患者的 76 .36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情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55 25（45.45） 17（30.91） 13（23.64） 42（76.36）

观察组 56 30（53.57） 21（37.50） 5（8.93） 51（91.07）*

注：与对照组比较，χ2=4.4179，*P=0.0356<0.05。

3　讨论

阿尔茨海默病以智能损害、记忆力减退为主要表

现，多伴有不同程度的精神行为障碍，对患者的生活

质量造成严重影响，其发病机制尚不清楚［5］。淀粉样

蛋白级联假说及 Tau 蛋白异常磷酸化假说是最主要的

两个假说，同型半胱氨酸代谢异常与阿尔茨海默病的

关系也逐渐被认定［6，7］，维生素 B12 及叶酸属于同型

半胱氨酸代谢过程中必需的辅因子之一，当患者机体

内出现维生素 B12 及叶酸水平降低时，极易导致同型

半胱氨酸代谢障碍的发生，进而导致神经功能损伤。

多奈哌齐属于可逆性中枢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

的一种，但治疗效果并不令人满意［8，9］。叶酸及维生

素 B12 均为 B 族维生素，叶酸在同型半胱氨酸的转

化过程中发挥载体作用，维生素 B12 属于变位酶的

一种，其参与机体内甲基的转移，促进蛋白质合成，

保护叶酸的贮存与转移，改善患者记忆功能，维护

机体神经系统功能健全，促进神经组织内脂蛋白形

成，通过补充机体内叶酸及维生素 B12 水平，更利

于机体神经髓鞘功能及代谢的改善，消除患者精神

行为症状，改善患者认知功能［10］。BDNF 能够促进

机体神经元轴突生长、再生及存活，VEGF 能够保

证局部血管的再生，保证神经的营养供给，IFN-γ、

IL-6 因子能够增加机体炎性反应，加重机体神经损

伤，5-HT、Ach、Glu、GABA 等神经递质因子具有

传递神经元信息，维持大脑功能的效用［11］，在发生

阿尔茨海默病时，其水平均呈现异常表达，监测机

体内神经递质及细胞因子水平变化，对于评价治疗

效果及疾病进展均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本研究发

现：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Glu、GABA、5-HT、Ach、

IL-6、BDNF、INF-γ、VEGF 水平及 MMSE、NPI 评

分改善效果均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提示在常规治

疗基础上联合叶酸及维生素 12 共同治疗，能够更为

有效的调节血清细胞因子及神经递质水平，改善患

者精神行为症状及认知功能，协同作用下进一步提

升治疗效果，与国内文献［12］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叶酸、维生素 B12 联合多奈哌齐可

能通过抑制损伤性细胞因子分泌，提升神经递质及

保护性细胞因子水平，促使神经元功能恢复正常等

途径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有效改善患者精神行为症

状，促进患者认知功能恢复，联合作用下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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