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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拉西坦治疗老年脑出血后认知功能障碍的疗效和安全性

王兴克

【摘要】 目的　评价奥拉西坦治疗老年脑出血后认知功能障碍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选择 2018

年 4 月～201� 年 � 月我院收治的 102 例老年脑出血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用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和

研究组，每组 �1 例。两组病人均实施常规额颞瓣开颅手术，术后对照组接受常规治疗，研究组加用

奥拉西坦。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 结果　治疗后，研究组的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评

分、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 0.0�）；治疗后研究组的神经功能缺损量表

（NIHSS）评分低于对照组（P< 0.0�）；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血肿清除率相较，无统计学

差异（P> 0.0�）；研究组不良发生率（2 例）低于对照组的 � 例（P< 0.0�）。 结论　老年脑出血患者术

后给予奥拉西坦治疗，可改善其认知功能，而且不良反应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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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and safety of oxiracetam in the treatment of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 the elderly patients after 
cerebral hemorrhage　　WANG Xingke. No.989 Hospital of the Joint Service Support Forc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Luoyang 47103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oxiracetam in the treatment of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 the elderly patients after cerebral hemorrhage. Methods　From April 2018 to may 2019，102 elderly patients after 

cerebral hemorrhage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tudy group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random number table，51 cases in each group. All the patients were operated with conventional frontotem-

poral flap craniotomy. The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treatment，while the patients in study group 

took oral oracetam capsule additional.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MOCA score and MMSE score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NIHSS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operation time，intraoperative hemorrhage and hematoma clearance rate（P>0.05）. The incidence of 

the study group（2 cases）was lower than that（7 cases）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oxiracetam 

can improv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elderly patients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with high safety.

【Key words】Oxiracetam；Cerebral hemorrhage；Cognitive dysfunction；Efficacy；Safety

脑出血属于急性脑血管疾病，多见于中老年人

群，发病率高，致残率与死亡率也高。认知功能障

碍是老年脑出血常见后遗症，临床上多通过药物改

善认知功能，其中，奥拉西坦是常用药物之一［1］。

本文观察奥拉西坦治疗老年脑出血后认知功能障碍

的疗效和安全性，选择 2018 年 4 月～2019 年 5 月收

治的 102 例患者展开研究。现在报告如下。

1　资料及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 2018 年 4 月～2019 年 5 月为时间段，选择我

院收治的 102 例老年脑出血患者作为对象。根据随

机数表法进行分组，设为对照组、研究组，一组 51
例。对照组：29 例男性，22 例女性；年龄 62～87 岁，

年龄均值（73.28±5.91）岁；19 例合并糖尿病，15 例

合并高血压，11 例合并冠心病，6 例合并高脂血症。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九医院（洛阳，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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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30 例男性，21 例女性；年龄 61～85 岁，年

龄均值（72.14±5.28）岁；合并糖尿病者 20 例，合并

高血压者 16 例，合并冠心病者 11 例，合并高脂血

症者 4 例。对比观察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结果显

示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纳入标准：（1）符合脑出血

诊断标准，可耐受常规额颞瓣开颅手术；（2）年龄

>60 岁，性别不限；（3）愿意参与本次研究，签署有

知情同意书；（4）本研究得到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

准同意。

1.2.2　排除标准　排除标准：（1）不愿参与研

究者；（2）年龄 <60 岁者；（3）精神障碍者；（4）失

语失聪、无法正常交流者；（5）无法服药者；（6）恶

性肿瘤者。

1.�　方法

手术疗法：两组病人均接受常规额颞瓣开颅手术。

术后用药：（1）对照组术后接受常规治疗，要

求静卧休息，且根据病情用药，如吸氧、甘露醇降

低颅内压、抗感染、胃黏膜保护剂以及营养脑细胞

等治疗；（2）研究组，在常规治疗的同时，配合口

服奥拉西坦胶囊，每次 2 粒，每天 3 次。两组患者

均持续用药 4 周。

1.4　观察指标

第一，根据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2］

评价患者的认知功能，快速筛查评定轻度认知功能

异常，总分值 30，得分越高表示患者认知功能越好；

第二，根据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3］评价

患者认知功能障碍，总分值 30，得分越低说明患者

的认知功能障碍越明显。

第三，根据神经功能缺损量表（NIHSS），评价

患者神经功能，评分越高提示神经功能缺损越严重。

第四，比较两组患者手术情况，包括手术时间、

术中出血量以及血肿清除率。

第五，统计观察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

1.�　统计学处理

研究数据录入 EXCEL 表格中，采用 SPSS 20.0
软件予以处理。例（n）、百分比（％）表示计数资料，

予以卡方（χ2）检查；标准差 ± 方差（x±s）表示计

量资料，予以 t 检验。检验值 P<0.05 评定组间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MoCA 评分、MMSE 评分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 MoCA 评分、MMSE 评分比

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而治疗后研究组 MoCA

评分、MMSE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存在统计学

意义（P<0.05），如表 1 所示。
表1　对比观察治疗前后的MoCA评分、MMSE评分（x±s，分）

组别
MoCA评分 MMSE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n=51）11.03±2.84 18.75±2.13 20.74±2.45 28.35±1.02

对照组（n=51）11.47±3.01 14.97±1.97 19.57±3.12 24.58±2.14

t 0.853 5.692 0.773 4.285

P 0.164 0.000 0.231 0.000

2.2　神经功能

两组患者 NIHSS 评分比较，治疗前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治疗后研究组 NIHSS 评分低于对

照组（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神经功能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51 15.92±2.14 6.82±1.15

对照组 51 14.89±1.78 10.57±2.63

t 0.873 5.692

P 0.192 0.000

2.�　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以及血肿清除率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以及血肿清除

率比较，差异不大，无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3 所示。
表3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以及血肿清除率比较

组别 手术时间（min）术中出血量（ml）血肿清除率（％）

研究组（n=51） 142.95±19.57 221.58±34.85 80.95±6.82

对照组（n=51） 145.72±23.48 219.01±31.74 79.16±8.56

t 1.046 0.375 0.561

P 0.185 0.671 0.482

2.4　不良反应

统计显示，研究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

组，二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4 所示。
表4　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n，％）

组别 腹泻 头痛 腹胀 合计

研究组（n=51） 1 1 0 2（3.9％）

对照组（n=51） 4 2 1 7（13.7％）

χ2 5.983

P 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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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脑出血（cerebral hemorrhage）是指非外伤性脑

实质内血管破裂引起的出血，在全部脑卒中约占

20％～30％［4］。急性期死亡率高达 30％～40％［5］。

脑出血发病主要与脑血管病变有关，如血管老化、

高血脂、糖尿病、高血压、吸烟等［6］。老年脑出血

多选择手术治疗，术后常伴有不同程度上的后遗症，

如认知障碍、运动障碍与言语吞咽障碍等［7］。术后

积极预防认知功能障碍至关重要。认知功能障碍一

方面降低老年人生活质量，严重的还会影响后续治

疗，甚至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8］。奥拉西坦是改善

认知功能障碍的常用药，它通过作用于胆碱能系统、

中枢谷氨酸系统发挥疗效［9］。

本研究发现：研究组治疗后 MoCA 评分、MMSE

评分均优于对照组（18.75±2.13 VS 14.97±1.97；

28.35±1.02 VS 24.58±2.14），且 NIHSS 评分低于对

照组（6.82±1.15 VS 10.57±2.63），提示奥拉西坦治

疗老年脑出血的效果确定，可改善认知功能障碍和

神经功能。奥拉西坦除了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还

可以影响外周皮质类固醇激素与胆碱能系统，进一

步改善认知功能［10］。李明，龙海燕等［11］研究结果与

本研究基本一致，进一步证明奥拉西坦治疗老年脑

出血的疗效显著。

奥拉西坦不良反应较少［12-13］。本研究也发现，

两组患者的手术情况无明显区别，而研究组不良反

应率是 3.9％，低于对照组 13.7％。这与马新凤［14］

在《奥拉西坦治疗老年脑出血后认知功能障碍的疗

效和安全性》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说奥拉西坦治疗

老年脑出血的不良反应少，安全性高。本研究样本

量较少，观察时间也只有 4 周，而且很多其它因素

也会影响老年脑出血患者的认知功能的恢复，如患

者情绪，术后教育等，本研究无法完全排除其它因

素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初步说明：老年脑出血患者

术后应用奥拉西坦治疗可以改善其的认知功能障碍，

不良反应少，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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