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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苯酞注射液对缺血性脑卒中认知障碍患者认知功能及事件相关电位的影响

史正瑞 1 、 杨静静 2 

【摘要】目的　探讨丁苯酞注射液对缺血性脑卒中认知障碍者认知功能及事件相关电位的影响。方

法　将 2017 年 6 月 ~2019 年 3 月本院收治的 120 例缺血性脑卒中伴认知障碍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

为接受常规治疗的 60 例为对照组，接受丁苯酞注射液与常规治疗的 60 例为试验组。比较两组的蒙特

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神经功能缺损评分量表（Neurological deficit 

score，NDS）、事件相关电位（Event related potential，ERP）、并发症。结果　对照组治疗后的 MoCA 评

分显著低于试验组，NDS 评分显著高于试验组（P<0.01）。两组治疗后的 P1、N1、P2 潜伏期比较无

明显差异（P>0.05）；对照组治疗后的 N2、P3 潜伏期显著高于试验组（P<0.01）。对照组治疗后的 P1、

N1、P2、N2、P3 波幅显著低于试验组（P<0.05）。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与试验组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丁苯酞注射液可显著改善缺血性脑卒中认知障碍者的认知功能，降低其神经功能缺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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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Butylphthalide injection 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related potentials in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SHI Zhengrui，YANG Jingjing. The Central Hospital of Shangdong Energy Xinwen 
Group Co. ，LTD，Xintai 271219，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Butylphthalide injection 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related po-

tentials in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Methods　A total of 120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were selected from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7 to March 2019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60 cases with conventional treatment）and study group（60 cases with Butylphthalide injection and conventional 

treatment）. The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neurological deficit score（NDS），event related potential

（ERP），and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MoCA score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test group，and the NDS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study group（P<0.0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1，N1，and P2 latenc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P>0.05）. The latency of N2 and P3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study 

group after treatment（P<0.01）. The P1，N1，P2，N2，and P3 amplitudes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study group（P<0.05）. There was no different in complication rate between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Butylphthalide injec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and reduce 

the degree of neurological deficits in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Key words】Butylphthalide injection；Ischemic Stroke；Cognitive Impairment；Event related potential；Cogn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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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血性脑卒中病情变化迅速，约 80％以上的患

者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障碍［1］。目前治疗

以促进受损神经细胞的生长与修复、改善微循环障

碍为主，但研究表明在改善血流量的同时，会引起

脑梗死病灶的再灌注损伤，进一步加重神经功能的

损害［2］。丁苯酞可通过扩张微血管，来增加血流量，

并保护线粒体，调节细胞的分化及凋亡，从而提高

脑细胞对氧的摄取，促进脑能量代谢及减轻缺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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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症状［3］。Kun 等［4］指出，丁苯酞可用于缺血性脑卒

中的任何阶段，对血栓形成、血小板聚集、谷氨酸

的释放等均有较强的抑制作用。但该药对语言、记

忆、思维等大脑高级智能加工过程的作用还存在一

定争议。因此，本文结合认知功能、事件相关电位

（Event related potential，ERP）等指标对丁苯酞治疗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效果进行研究。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 2017 年 6 月 ~2019 年 3 月本院 120 例缺血

性脑卒中合并认知障碍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

对照组和试验组各 60 例。对照组男 33 例，女 27 例；

年龄 35~79 岁，平均（60.8±7.5）岁；试验组男 35
例，女 25 例；年龄 37~82 岁，平均（61.4±7.8）岁；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具有

可比性。（1）纳入标准：①诊断符合第四届全国脑血

管病会议修订的缺血性脑卒中诊断标准［5］
，并经头颅

CT、MRI 等检查证实；②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

准，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③简易精神状态量表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6］<27 分或蒙

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MoCA）［7］<26 分。（2）排除标准：①严重心、肺、肝

肾功能不全；②合并恶性肿瘤疾病、生命体征不稳或

昏迷、严重出血倾向；③严重外伤、手术引起的颅脑

出血或认知功能障碍；④对丁苯酞、芹菜过敏者。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予相同的改善循环、营养脑细胞、

脱水降颅压（有颅高压征象者）、控制血压、抗血小

板积聚等基础治疗。对有运动功能障碍者，协助摆

放抗痉挛体位，并视其情况进行上下肢外展、屈曲、

收缩等训练；根据患者认知功能损害程度，进行注意

力、语言、记忆力等训练。试验组在上述治疗的基

础上，给予丁苯酞注射液（国药准字 H20100041，规

格：25mg/100ml）静脉注射，2 次 / 日。14 天为 1 疗

程，治疗后随访 3～6 个月。

1.3　观察指标

（1）MoCA：包括视空间与执行能力 5 分、命名 3
分、注意力 3 分、语言 3 分、抽象力 5 分、记忆 5 分、

定向力 6 分。总分 30 分，≥ 26 分为正常；（2）神经

功能缺损评分量表（Neurological deficit score，NDS）：

包括意识 9 分、水平凝视功能 4 分、面肌 2 分，言语、

上肢肌力、手肌力、下肢肌力、步行能力各 6 分。总

分越高，神经功能缺损越严重；（3）ERP：使用北京

北科数字医疗技术有限公司的 Nicolet EDX 肌电图诱

发电位仪进行检查，参照国际标准 10-20 系统放置电

极，记录电极安置于头部正中线枕外粗隆上方 l～2 

cm 处（Oz）、前额正中（Fz），参考电极安置于 A1 处，

地电极置于耳后乳突部。使用 2 套触发刺激系统性

P300 检测，刺激间隔 1.5s，刺激持续时间 40ms；非

靶刺激强度 20dB，频率 1000Hz；靶刺激强度 80dB，

频率 2000Hz。从中记录与认知功能有关的 ERP 成分：

P1、N1、P2、N2、P3 的潜伏期和波幅；（4）并发症。

1.4　统计学分析

用 E p i D a t a 3 . 1 软 件 校 正 所 有 数 据 ， 采 用

SPSS22.0 处理；“n（％）”形式录入计数资料，并以

χ2 检验；“x±s”形式录入计量资料，结果用 t 检验；

检验水准：P<0.05 示比较结果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MoCA 和 NDS

对照组治疗后的 MoCA 评分显著低于试验组，

NDS 评分显著高于试验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1），见表 1。
表1　两组的MoCA和NDS比较（x±s，分）

组别
MoCA NDS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n=60）16.35±2.17 19.28±3.16 36.21±4.56 29.58±3.63

试验组（n=60）15.70±2.05 24.32±3.95 35.82±4.49 22.46±2.87

t 1.687 7.718 0.472 11.918

P 0.094 <0.001 0.638 <0.001

2.2　ERP 各成分的潜伏期

两组治疗后的 P1、N1、P2 潜伏期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治疗后的 N2、

P3 潜伏期显著高于试验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1），见表 2。

2.3　ERP 各成分的波幅

对照组治疗后的 P1、N1、P2、N2、P3 波幅显著

低于试验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2.4　并发症

对照组发生 1 例恶心、1 例眩晕、2 例消化道出

血、1 例皮疹，并发症发生率 8.33％；试验组发生 1
例恶心、1 例皮疹、1 例头痛，并发症发生率 5.00％，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 .891，

P>0.05）。

3　讨论

缺血性脑卒中后约有 20％~30％的患者会发展为

血管性痴呆，并会因认知、行为、记忆等脑区的低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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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及皮质下动脉持续硬化，诱发其他疾病，而脑血管

事件的反复发作又会使得认知障碍呈阶梯型或波动性

进展，甚至导致患者完全丧失自理能力，生活质量极

差［8］。本研究也发现两组治疗前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认

知障碍。丁苯酞通过促进缺血区血管再生、修复梗死

灶神经细胞及神经元，提高与认知功能密切相关皮层

的活性，从而改善认知障碍［9］。本研究发现：对照组

治疗后的 MoCA 评分显著低于试验组，NDS 评分显著

高于试验组。靳玫等［10］的研究结果与本研究一致。这

说明，丁苯酞能够改善脑卒中患者的认知功能，有效

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此外，丁苯酞还可通过降

低花生四烯酸的含量来调节血压、抑制血液凝固；提

高 NO 含量，降低血小板活性，促进血管平滑肌的松

弛，降低颅内压［11-12］等机制进一步提高疗效。

P1、N1、P2 是 ERP 的外源性生理成分，主要反

应听觉与视觉中枢的功能，N2、P3 则是一组负向波，

与患者的精神状态、注意程度有关，是大脑对信息

或刺激的初步加工，对临床评估患者的认知、比较、

判断等活动有重要价值［13］。本研究发现：对照组治

疗后的 N2、P3 潜伏期显著高于试验组，这提示丁苯

酞能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改善患者的精神状态及

注意力。P3 通常在 300ms 左右出现，当其潜伏期增

加、波幅缩短，表示患者的记忆受损、学习功能下

降［14］。ERP 潜伏期反映了大脑对刺激的反应速度，

ERP 波幅反应了大脑对刺激的心理负荷［15］，本研究

发现：两组治疗后的各成分波幅均有改善，这说明目

前的两种治疗均能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但试验组

的各成分波幅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可见丁苯酞可促

进患者的恢复。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包括观察时

间比较短，因此丁苯酞的长期效果有待进一步研究。

而且也有研究［16］认为，刺激概率、年龄、觉醒状态、

作业难度等均会对 ERP 产生影响，要使得 ERP 对患

者认知障碍及临床治疗的评价更为客观，还需诱发

电位的内源性、外源性成分进行详细分析。

综上所述，缺血性脑卒中认知障碍者加用丁苯

酞治疗，不仅能降低神经功能损害程度，还有利于

认知活动的提高，促进了 ERP 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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