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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苯酞氯化钠联合美金刚对肝性脑病致血管性痴呆患者的效果

李艳玲 1 、 崔光莹 2 、 张艳华 1 、 张东风 1

【摘要】目的　分析肝性脑病致血管性痴呆患者应用丁苯酞氯化钠注射液联合美金刚治疗效果。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我院 85 例肝性脑病致血管性痴呆患者分组，对照组 42 例给予美金刚治

疗，观察组 43 例美金刚联合丁苯酞氯化钠注射液治疗，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后认知功能、痴呆程度、

氧化应激指标水平、生活质量及临床疗效。结果　治疗 2、4 周后，观察组 CDR 评分低于对照组，

MoCA、MMSE 评分高于对照组，治疗 4 周后，观察组 SOD 水平、ADL 评分及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MDA 水平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丁苯酞氯化钠注射液联合美金刚能够有效改善肝性脑病致

血管性痴呆患者认知功能，提升生活质量，其机制与抗氧化应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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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butylphthalide sodium chloride injection with memantine on conscious behavior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vascular dementia caused by hepatic encephalopathy　　LI Yanling，CUI Guangy-
ing，ZHANG Yanhua，et al. Department of Neurology，General Hospital of Hebi Coal Industry（Group）Co. ，Ltd. Hebi 
458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butylphthalide sodium chloride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meman-

tine in patients with vascular dementia caused by hepatic encephalopathy. Methods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as 

used to group 85 patients with vascular dementia caused by hepatic encephalopathy in the hospital. The control group

（n=42）was treated with memantin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n=43）was treated with memantine combined with 

butylphthalide sodium chloride injection. The cognitive function，dementia level，oxidative stress index level，qual-

ity of life and clinical efficacy of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2 and 4 weeks of treatment，

the CDR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MoCA and MMSE scor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4 weeks of treatment，the SOD level，ADL score，and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MDA level was low.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Butylphthalide sodium chloride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memantin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vascular dementia caused by hepatic encephalopathy，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The mechanism is related to antioxidant stress.

【Keywords】Butylphthalide sodium chloride injection；Memantine；Hepatic encephalopathy；Vascular dementia；

Cognitive function

血管性痴呆是一种因脑部缺血缺氧等原因而导

致的脑部疾病［1］，而肝性脑病是引起缺血缺氧性脑

病的常见病因之一，故也是导致血管性痴呆的主要

诱因之一［2］。血管性痴呆患者临床主要以行为障碍、

认知功能障碍、记忆障碍等为主要表现，同时会对

机体的运动系统、视觉系统、语言系统、泌尿系统

等造成严重影响，导致患者丧失自理能力，严重时

甚至导致患者死亡，是临床急需解决的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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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治疗是临床上治疗血管性痴呆的主要手段，除

给予基础对症治疗及消除诱因治疗外，多联合兴奋

性氨基酸受体拮抗剂进行治疗，但是仍有部分患者

认知功能改善效果不理想，尤其对于肝性脑病所致

血管性痴呆效果更差，促使临床寻求较好的治疗方

法。丁苯酞注射液是临床上常用于缺血性卒中的药

物，其能够有效改善脑部组织血流灌注，对于脑部

神经功能有着积极的促进效用。该研究旨在观察丁

苯酞注射液联合美金刚治疗肝性脑病致血管性痴呆

患者中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1 月 ~2019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85
例肝性脑病致血管性痴呆患者，经 CT、MRI、神经

心理学等检查确诊符合血管性痴呆诊断标准［3］，且

纳入患者均有肝性脑病史，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

自愿参与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排

除药物禁忌症患者，其他原因引起的血管性痴呆患

者，既往精神病史，既往曾应用美金刚及丁苯酞药

物史。采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对照组 42 例，

男 26 例，女 16 例；年龄 53~77 岁，平均（63.99±

5.01）岁；病程 7~19 月，平均（12.95±1.11）月；文

化水平：小学 3 例，中学 5 例，高中及中专 11 例，

大专及以上 23 例。观察组 43 例，男 28 例，女 15 例；

年龄 51~78 岁，平均（64.01±5.03）岁；病程 8~21
月，平均（12.98±1.09）月；文化水平：小学 4 例，

中学 4 例，高中及中专 13 例，大专及以上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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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均给予抑菌、促进氨代谢、降压、降

糖、抑制血小板聚集、降脂等常规治疗，对照组患

者在此基础上增加美金刚片（国药准字 H20130086，

规格：10mg）口服，初始剂量 5mg/ 次，1 次 /d，每周

递增 5mg，分两次口服；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增加

丁苯酞氯化钠注射液（国药准字 H20100041，规格

100mL）静脉滴注，100mL/ 次，2 次 /d，两组患者均

持续治疗 4 周并对比治疗效果。

1.3　观察指标

 （1）认知功能：简易精神状态评价量表评分

（MMSE）评价患者认知功能，MMSE 评分内包含定

向力（10 分）、记忆力（3 分）、计算力和注意力（5
分）、回忆能力（3 分）、语言能力（9 分），总分 30

分，其中≥ 27 分提示患者认知功能正常，分数越低

表明患者认知功能越差；依据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

评分（MoCA）对患者认知功能进行评价，MoCA 评分

内包含语言、执行功能、抽象思维、注意与集中等 8
项内容，总分 30 分，分数越高提示患者意识行为能

力越佳；（2）痴呆程度：依据临床痴呆评定量表评分

（CDR）进行评价，CDR 评分内包含独立生活自理能

力、工作和社会交往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等 6 项内

容，采用 0、0.5、1、2、3 分 5 级评分法进行评价，

分数越高提示患者痴呆程度越严重；（3）氧化应激指

标水平：空腹下收集静脉血 5mL，分别采用黄嘌呤氧

化酶法及硫代巴比妥酸化学比色法检测患者治疗前

后丙二醛（MDA）及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水平变

化；（4）生活质量：依据日常生活能力评分（ADL）

评价患者生活质量变化，ADL 评分内包含 10 项内容，

每项采用 1-10 分进行评价，总分 100 分，分数越高

提示患者生活质量越好；（5）临床疗效［4］ 显效：治疗

后，简易精神状态评价量表评分（MMSE）提升幅度

>20％；有效：简易精神状态评价量表评分（MMSE）

提升幅度 10％-20％；无效：未达有效标准。

1.4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处理，计数资料采

用［n（％）］表示，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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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知功能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 MMSE 评分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均显著提升，观察组患者提升

效果较对照组患者更为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MMSE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2周后 治疗4周后

对照组 42 15.99±2.01 17.33±1.55* 21.11±1.05*

观察组 43 16.01±2.03 20.19±1.38* 25.89±1.80*

t 0.0456 8.9898 14.9963

P 0.4819 0.0000 0.0000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

治疗 2 周及 4 周后，对照组患者 MoCA 评分均

低于观察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 2。

2.2　痴呆程度比较

治疗前无显著差异，治疗后各时间段，观察组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0 年第 47 卷第 3 期 - 545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患者 CDR 评分均较对照组患者水平低，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2　两组患者MoCA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2周后 治疗4周后

对照组 42 15.33±1.89 17.19±1.66* 20.39±1.22*

观察组 43 15.35±1.91 19.99±1.38* 25.29±1.38*

t 0.0485 8.4646 17.3285

P 0.4807 0.0000 0.0000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

表3　两组患者CDR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2周后 治疗4周后

对照组 42 15.15±1.05 12.19±0.98* 8.28±0.68*

观察组 43 15.17±1.08 9.95±0.88* 6.11±0.35*

t 0.0865 11.0935 18.4333

P 0.4656 0.0000 0.0000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

2.3　氧化应激指标水平比较

治疗前均无显著差异，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SOD

水平较对照组患者水平高，MDA 水平较对照组患者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SOD、MDA水平对比（x±s）

组别 例数
MDA（μmol/L） SOD（U/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42 7.23±0.66 5.53±0.55* 81.96±3.99 90.33±4.33*

观察组 43 7.19±0.68 3.11±0.34* 81.99±4.03 123.31±5.61*

t 0.2751 24.3333 0.0345 30.2908

P 0.3920 0.0000 0.4863 0.0000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

2.4　生活质量比较

治疗后，对照组患者 ADL 水平低于观察组患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5。
表5　ADL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ADL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42 56.36±5.39 77.69±7.11*

观察组 43 56.41±5.43 89.96±8.01*

t 0.0426 7.4627

P 0.4831 0.0000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

2.5　临床疗效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总有效率 93.02％，对照组

患者治疗后总有效率 76.1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6。
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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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13（30.95） 19（45.24） 10（23.81） 32（76.19）

观察组 43 18（41.86） 22（51.16） 3（6.98） 40（93.02）*

χ2 4.6470

P 0.0311

3　讨论

血管性痴呆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脑部缺血缺氧

而导致的认知功能障碍综合征，在其致病原因中，

出血性卒中及缺血性卒中是最为常见的因素，除此

之外，肝性脑病亦是导致血管性痴呆发生的病因之

一［5］。王鲁宁等［6］通过对 383 例老年人痴呆尸检病

因研究分析中表明，肝性脑病引起的痴呆占比为

20.50％左右，血管性痴呆患者认知功能减退，意识

行为发生异常改变，生活质量降低，是老年人死亡

的重要原因之一。积极有效的治疗对于改善患者认

知功能及意识行为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也是当前

临床关注的重点之一。

脑组织缺血缺氧是导致血管性痴呆的病理生

理基础，若机体长时间处于脑血流低灌注状态，极

易对机体神经功能造成严重损害，引起不可逆性损

伤［7］。因此积极消除诱因，改善脑部微循环是临床

上治疗血管性痴呆的常用手段。血流速度及血流量

与血管性痴呆的严重程度成正比，积极有效的改善

脑组织血流灌注，提升脑血管储备对于改善患者认

知功能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8］。丁苯酞作用于机体

后主要通过对三磷腺苷酶的活性产生增强作用，对

于线粒体结构的完整性产生维持效用，其能够增加

机体内缺氧、缺血组织的局部血流量，抑制血小板

聚集，产生抗血栓效用，

血管性痴呆患者的病理损伤与氧化应激反应亦

有着重要关联，氧自由基水平过度表达会导致神经

元细胞膜表面 Na+-K+-ATP 酶活性发生改变，进

而导致 NMDA 受体激活，引起神经毒性大量生成，

造成神经元损伤，最终引起认知功能障碍发生［9］。

MDA 及 SOD 是氧化应激指标中具有代表性的两种，

MDA 属于脂质代谢产物的一种，其水平与机体组织

内自由基损伤成正比，对于监测机体组织自由基损

害有着重要的意义；SOD 属于氧自由基清除酶的一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0 年第 47 卷第 3 期- 546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种，其能够对机体内一氧化氮的合成产生抑制效用，

同时能够对机体内氧自由基损伤发挥阻断功用，能

够有效降低细胞毒性，其水平的提升对于降低氧自

由基损伤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10］。美金刚是临床上

治疗血管性痴呆的常用药物，其属于兴奋性氨基酸

受体拮抗剂的一种，主要通过对机体内 NMDA 受体

功能进行调节，保护缺氧、缺血脑组织，改善脑组

织损伤，调节局部脑组织血流动力学水平变化，抑

制谷氨酸传递过度，保护神经元等发挥改善机体记

忆学习能力。而丁苯酞能够通过强化抗氧化酶活性

产生抗氧化作用，进而有效调节氧化应激反应［11］。

同时其抗炎效用较为显著，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神

经元细胞凋亡，更利于神经元快速恢复，

本研究发现：两组患者治疗后 SOD、MDA 水平

及 MMSE、MoCA、CDR 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

提示两种治疗方案均能够有效改善机体氧化应激反

应，减轻痴呆程度，调节患者行为，促进患者认知

功能恢复，观察组患者各项指标改善效果较对照组

患者更为明显，提示在美金刚口服治疗基础上，增

加丁苯酞注射液静脉注射治疗能够进一步提升治疗

效果。随着患者认知功能及意识行为的改善，能够

更为有效的提升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促进患者

生活质量的改善，故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ADL 评分显

著改善，且改善幅度优于对照组患者。尚芙蓉等［12］

学者研究表明，对 50 例血管性痴呆患者应用丁苯酞

氯化钠注射液治疗后显示，有效改善患者认知功能

及语言功能，提升患者日常生活能力，与该研究结

果相一致。

综上所述，丁苯酞氯化钠注射液联合美金刚治疗

方案，因其改善微循环、保护线粒体、抗氧化应激等

机制，应用于肝性脑病致血管性痴呆患者效果显著，

能够有效减轻痴呆程度，改善患者认知功能及意识行

为，提升患者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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