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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苯酞辅助治疗对老年痴呆症患者的疗效

库　丽

【摘要】目的　探讨丁苯酞辅助治疗对老年痴呆症患者的疗效及其可能的机制。方法　本研究

对象为 2018 年 1 月～201� 年 8 月我院收治的 88 例老年痴呆症患者，按照数字表法随机均分为两组，

每组 44 人，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联合丁苯酞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病理

行为评分表（BEHA VE-AD）、生活能力量表（ADL）、简易精神状况检查表（MMSE）等量表，检测

和比较血清β 淀粉样蛋白（Aβ）水平，血清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丙二醛（MDA）、超氧

化物歧化酶（SOD）等氧化应激指标，内皮素（ET-1）、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等血管内皮功能

指标。结果　治疗后两组 ADL 评分、MMSE 评分均升高，血清 Aβ水平、BEHA VE-AD 评分均降低，

且治疗后观察组各项指标均优于对照组（P< 0.0�）；治疗后两组血清 GSH-Px、SOD 水平升高，MDA

水平降低，且治疗后观察组各项指标均优于对照组（P< 0.0�）；治疗后两组血清 ET-1 水平均降低，

VEGF 水平均升高，且治疗后观察组各项指标均优于对照组（P< 0.0�）。结论　丁苯酞辅助治疗能够

更有效的提升老年痴呆症患者的认知及生活能力，可能与其促进血清 Aβ水平降低，减轻氧化应激，

提升血管内皮功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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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butylphthalide in patients with senile dementia 
　　KU Li. Department of Pharmacy，Xinyang Central Hospital，Xinyang 464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butylphthalide in patients with senile dementia and its mecha-

nism. Methods　Eighty-eight patients with senile dementia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August 2019 were se-

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the number table method，44 case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treatment，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added butylphthalide. Pathological behavior score scale

（BEHA VE-AD），living ability scale（ADL），simple mental status checklist（MMSE）and other scales were com-

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Serum amyloid β（Aβ）level，detection of serum Glutathione 

peroxidase（GSH-Px），malondialdehyde（MDA），superoxide dismutase（SOD）and other oxidative stress indicators，

Endothelin（ET-1），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and other indicators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function 

wer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ADL score and 

MMSE scor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and the serum Aβ level and BEHA VE-AD score were sig-

nificantly reduced，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treatment，the serum 

GSH-Px and SOD levels in the two groups increased，while the MDA level decreased，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treatment，the serum ET-1 level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and the VEGF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Butylphthalide adjuvant treatmen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ognition and life ability in patients with 

senile dementia，which may be related to promoting the reduction of serum Aβ level，reducing oxidative stress，and 

improving vascular endothelial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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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痴呆症发病隐匿，呈进行性发展，表现为

认知障碍、记忆力减退、人格改变及精神、行为异

常等，其中阿尔茨海默病最为常见［1］。神经纤维缠

结、老年斑以及神经元减少是其主要病理变化，临

床治疗以营养神经、神经递质类、脑血管扩张、抗

精神病药物等为主［2］。脑血管性危险因素也是老年

痴呆症发病重要因素，丁苯酞既往用于脑卒中患者

脑微循环重构，在改善认知功能障碍方面具有良好

疗效，既往报道也提示其能降低老年痴呆症患者痴

呆程度、提升认知能力，但其疗效的机制研究较为

缺乏［3］。因此本研究通过对治疗前后血清β 淀粉样

蛋白（Aβ）、氧化应激、血管内皮功能指标的比较分

析，进一步探讨丁苯酞辅助治疗老年痴呆症的疗效

及机制，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为 2018 年 12 月～2019 年 8 月我院

88 例老年痴呆症患者，数字表法随机均分为两组，

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联合丁苯

酞治疗。观察组男 24 例，女 20 例；年龄 63～79 岁，

平均（72.67±4.46）岁；病程 3～8 年，平均（4.98±

0.80）年；轻度认知功能障碍 12 例，中度认知功能障

碍 32 例；对照组男 23 例，女 21 例；年龄 64～78 岁，

平均（72.98±4.41）岁；合并糖尿病 9 例，合并高血

压 8 例，合并高血脂 7 例；病程 3～8 年，平均（4.88
±0.84）年；合并糖尿病 7 例，合并高血压 9 例，合

并高血脂 8 例；轻度认知功能障碍 10 例，中度认知

功能障碍 34 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1）纳入标准：老年痴呆症符合《精神障碍诊

断与统计手册》第 5 版（DSM-5）［4］诊断标准；年龄

60-80 岁，小学及以上文化水平；患者家属对治疗方

案知情同意；患者治疗依从性良好所有患者居家用药

均由直系亲属长期照护。（2）排除标准：脑血管疾病、

颅脑创伤、精神疾病等引起的认知功能障碍；合并严

重肝、肾等功能障碍；合并恶性肿瘤、感染性疾病等

其他严重疾病。

1.�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注意饮食、生活规律，

保证充足睡眠；给予降血脂、降血压、控制血糖等对

症治疗。进行行为干预：包括记忆训练，即定期回忆

老照片、视频，提醒其记忆家人生日、节假日等；生

活干预，即提醒患者独自完成进食、清洁等生活起

居任务；认知功能训练，包括定向力、注意力、判断

力训练等。口服盐酸美金刚片，每天 1 次，每次 1 片，

每片 5mg，连续治疗 6 个月。观察组对照组行为干

预及药物治疗基础上联合丁苯酞治疗，口服丁苯酞

软胶囊，每天 3 次，每次 1 粒，每粒 0.1g，所有患者

均连续治疗 6 个月，每个月向家属进行电话随访了

解患者服药情况。

1.4　统计学分析

治 疗 前 后 评 价 相 关 指 标 。 生 活 能 力 量 表

（ADL）［5］：总分 100 分，得分越高提示生活能力越

好。简易精神状况检查表（MMSE）［6］：包括定向、记

忆等项目，总分 30 分，得分越高提示认知功能越好。

病理行为评分表（BEHA VE-AD）［7］：包含行为紊乱、

幻觉等 5 个维度，共 25 个条目，采用 0-3 分评分法，

得分越高病情越严重；血清β 淀粉样蛋白（Aβ）水

平采用双抗体夹心法检测；超氧化物歧化酶（SOD）

采用黄嘌呤氧化酶比色法检测；谷胱甘肽过氧化物

酶（GSH-Px）采用二硫代二硝基苯甲酸比色法检测；

丙二醛（MDA）采用硫代巴比妥酸比色法检测；内皮

素（ET-1）采用放射免疫法检测；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检测。

1.�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2.00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采用 t 检验，

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功能、症状指标及血清 Aβ水比较

治疗后两组 ADL 评分、MMSE 评分均升高，血

清 Aβ水平、BEHA VE-AD 评分均降低，且治疗后观

察组各项指标均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2.2　两组氧化应激及血管内皮功能指标比较

治疗后两组血清 GSH-Px、SOD 水平升高，

MDA 水平降低，且治疗后观察组各项指标均优于对

照组，（P<0.05）；治疗后两组血清 ET-1 水平均降低，

VEGF 水平均升高，且治疗后观察组各项指标均优于

对照组（P<0.05），见表 2。

3　讨论

老年痴呆症患者大多会出现脑血管病理变化，

例如脑淀粉血管病（CAA）能够造成血管细胞损伤，

Aβ沉积导致脑血管血流灌注量降低、功能紊乱等，

这是痴呆症状出现的重要原因。美金刚是兴奋性氨

基酸受体拮抗剂，对 N- 甲基 -D- 天门冬氨酸受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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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激活具有阻断作用，抑制 Aβ分泌与沉积，对细胞

内钙的水平具有平衡效果，有效改善患者认知及记

忆功能［8］。因此本研究发现，对照组治疗后 ADL 评

分、MMSE 评分均升高，血清 Aβ水平、BEHA VE-

AD 评分均降低；但本研究发现，治疗后观察组各项

指标均优于对照组，说明丁苯酞辅助治疗老年痴呆

症能够有效提升临床疗效。既往认为其治疗机制主

要在于对脑部微循环的重构作用，增加脑组织血流

灌注，对线粒体结构完整具有保护效果，提高脑细

胞三磷酸腺苷酶、线粒体复合酶Ⅳ活性，对细胞膜

完整性具有维持作用，清除异常积聚的 Aβ，降低脑

细胞凋亡，最终控制并改善痴呆病情［9］。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出了氧化应激与老年

痴呆症的关系，报道显示，老年痴呆症大多存在天

然抗氧化物质水平降低以及脂质过氧化物蓄积现象，

而 Aβ积聚会进一步促进氧自由基损伤脑细胞，导致

神经功能兴奋性降低，造成神经元细胞凋亡。氧化

应激指标中，SOD 能够将超氧自由基分解为过氧化

氢与分子氧，反映氧自由基清除能力；GSH-PX 是常

见的过氧化物分解酶；MDA 则是脂质过氧化产物。

本研究发现，治疗后观察组血清 GSH-Px、SOD 水平

高于对照组，MDA 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提

示丁苯酞改善老年痴呆症临床疗效可能与其降低氧

化应激损伤有关。Cranendonk 等［10］一项大鼠试验表

明，丁苯酞能提升实验性老年性痴呆大鼠血清 GSH-

Px、SOD 水平，对皮质神经元具有保护作用，使其免

受氧化损伤。上述结论为丁苯酞通过氧化应激途径

改善老年痴呆症患者的认知功能提供了理论依据。

有学者认为，血管内皮功能障碍与老年痴呆症

具有密切联系，血管舒张、收缩平衡打破，增加了

内皮细胞渗透性，导致白细胞粘连、血小板聚集、

炎性因子分泌增加，脑组织慢性缺血缺氧，最终促

进老年痴呆症的发生［11］。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

观察组血清 ET-1 水平低于对照组，VEGF 水平高于

对照组（P<0.05），提示丁苯酞可能通过改善血管内

皮功能来提升其临床疗效。体外细胞培养实验中，

VEGF 加入后能够使脑神经细胞去血清培养的细胞存

活数目增加［12］；因此丁苯酞可能通过诱导 VEGF，促

进患者缺血区的血管生成，清除微血管周围的 Aβ，

并抑制自由基及炎症因子的产生，抑制神经元凋亡，

改善患者认知功能与神经功能［13］。本研究不足之处

在于，一方面病例数相对较少，得出结论可能存在

一定偏倚，另外随访时间较短，丁苯酞对老年痴呆

症中远期疾病转归的影响还不得而知，待后期增加

样本量、延长随访时间，再做深入讨论。

综上所述，丁苯酞辅助治疗老年痴呆症能够有

效提升其认知及生活能力，可能与其促进血清 Aβ水

平降低，减轻氧化应激，提升血管内皮功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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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功能、症状指标及血清Aβ水比较（x±s）

组别
ADL评分 MMSE评分 Aβ（pg/ ml） BEHA VE-AD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n=44） 65.12±6.34 74.78±8.23△ 20.13±2.23 24.81±2.31△ 88.33±4.34 68.11±3.12△ 48.32±6.02 38.13±5.45△

对照组（n=44） 64.47±6.22 70.82±7.23△ 19.97±2.24 23.02±2.26△ 87.82±4.50 73.98±3.28△ 47.92±6.50 42.93±5.28△

t 0.485 2.398 0.336 3.674 0.533 8.670 0.300 4.195

P 0.629 0.019 0.728 ＜0.001 0.595 ＜0.001 0.765 ＜0.001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表2　两组氧化应激及血管内皮功能指标比较（x±s）

组别
GSH-Px（μmol/L） SOD（U/L） MDA（nmol/ml） ET-1（ng/L） VEGF（pg/m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n=44）121.33±12.34 204.74±15.30△ 47.30±5.30 90.55±6.34△ 6.23±1.02 4.01±0.82△ 68.98±5.45 50.34±4.65△ 451.54±25.02 546.14±30.23△

对照组（n=44）124.47±12.25 171.82±7.23△ 47.40±5.03 80.43±6.03△ 6.12±1.10 4.76±0.78△ 69.94±6.01 54.99±5.01△ 447.92±24.55 513.94±29.26△

t 1.198 12.883 0.091 7.672 0.486 4.395 0.785 4.512 0.685 5.076

P 0.234 ＜0.001 0.928 ＜0.001 0.628 ＜0.001 0.435 ＜0.001 0.495 ＜0.001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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