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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多奈哌齐联合银杏叶提取物治疗老年认知功能障碍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将 80 例认知功能障碍的老年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对照组给予盐酸多奈

哌齐片，每次 5～10mg，每天 1 次，口服；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银杏叶提取物口服，每日

40 mg，每天 2 次，疗程均为 24 周。治疗前后用 MMSE 量表、MoCA 和 ADL 量表各对患者进行评估。

结果　治疗后与治疗前相比，两组患者的 MoCA 评分及 MMSE 量表评分均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的 ADL 评分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有统

计学意义（P<0.05）。结论　盐酸多奈哌齐联合银杏叶提取物治疗老年认知功能障碍的临床疗效优于

盐酸多奈哌齐单独给药，是治疗老年认知功能障碍的一种安全有效临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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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donepezil HCL combining with Ginkgo Biloba Extract in treatment of elderly cognitive dys-
function　LI Xiaoli，ZHOU Shuya，LI Ya，et al. Department of Gerontology，Weinan Centeral Hospital，Weinan 
714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the effect and safety of donepezil HCL combining with Ginkgo Biloba Ex-

tract in treatment of elderly cognitive dysfunction. Methods  80 cases of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40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donepezil HCL，

each time 5～10 mg，1 times a day，oral. On the basis of control group and treatment group with ginkgo biloba extract 

oral，40 mg per day，2 times a day，two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six month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using MMSE 

scale，MoCA and ADL scale to evaluate all the patient. Resul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the MMSE scale score，

MoCA scores in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and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have sig-

nificant difference，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ADL scores in both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and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comparison，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Donepezil HCL with ginkgo biloba extract therapy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elderly cognitive 

dysfunction is better than that of donepezil HCL to medicine alone，is a kind of safety and effective treatment of age-

related cognitive dysfunction clinical method.

【key words】Donepezil HCL；Ginkgo Biloba Extract；Elderly Cognitive Dysfunction；Clinical Effectiveness

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所占人口比重逐

年增加，老年认知功能障碍的患病比例逐年增加。

老年认知功能障碍是老年痴呆的前期症状，如果不

给予积极的治疗和足够的重视，最终将会发展为老

年痴呆［1］。随着社会的进步，医学的发展，老年认

知功能障碍成为社会和医学关注的焦点，对于老年

认知功能障碍的治疗也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本研

究对多奈哌齐联合银杏叶提取物治疗老年认知功能

障碍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进行观察，为进一步探讨

老年认知功能障碍的安全有效治疗药物打好基础。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80 例老年认知功能障碍患者来自我院 2013 年

10 月至 2015 年 4 月老年病科门诊及住院部，根据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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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治疗组 40 例，男 18 例，女

22 例；年龄 63～78 岁，平均（67.4±6.3）岁；病程 6
个月至 11 年，平均（38.2±6.9）个月；受教育程度

0～12 年，平均（7.4±5.7）年。对照组 40 例，男 20
例，女 20 例；年龄 65～79 岁，平均（65.4±6.8）岁；

病程 8 个月至 7 年，平均（28.5±10.4）个月；受教

育程度 0～14 年，平均（8.0±6.6）年。两组的年龄、

性别、受教育程度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标准

①根据老年认知功能障碍的诊断标准选择病例；

②所有对象年龄均在 60～80 岁之间；③所有对象有

一定程度的听觉感受、视觉分辨力，能够配合完成

相关的神经心理学测试；④能够坚持配合所有治疗，

受试者签署诊治知情同意书。

1.3　排除标准

排除其它原因引起的认知功能障碍，如精神分

裂症、反应性精神病、偏执型精神病、躁狂症、躁

郁症等；有难以控制的严重疾病；短期内有服用银杏

叶制剂和类似制剂等，会影响本研究的结果者。

1.4　治疗方法

将 80 例认知功能障碍的老年患者随机分为治

疗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对照组给予盐酸多奈哌齐

片（卫材药业有限公司，规格 5mg×7 片），每次

5～10mg，每天 1 次，口服；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

加用银杏叶提取物（Dr.Willmar Schwabe GmbH & Co. 

KG，规格 40mg×20 片）口服，每日 40mg，每天 2
次，两组均治疗 6 个月。治疗前后用 MMSE（简易精

神状态检查量表）［2］、MoCA（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

表）［3］和 ADL（日常生活能力量表）［4］各对患者进行 1
次评分。

1.5　指标评定

1.5.1　使用 MMSE，在治疗前后分别观察患者

的定向力、语言能力、记忆力、理解力、表达能力

及结构能力等，进行评分和统计学处理。

1.5.2　使用 MoCA，在治疗前后分别观察患者的

集中注意力、执行功能、记忆、语言、抽象思维、视

结构技能、计算和定向力，进行评分和统计学处理。

1.5.3　使用 ADL，在治疗前后分别观察患者的

日常生活能力，包括躯体生活自理能力和工具性日

常生活能力两个方面，进行评分和统计学处理。

1.6　疗效判定标准

以 MMSE、MoCA 评分及增加分率和 ADL 评分

及减少分率来计算临床疗效。增加分率 =［（治疗后

得分一治疗前得分）/ 治疗前得分］×l00％。减少

分率 =［（治疗前得分 - 治疗后得分）/ 治疗前得分］

×l00％。显效：增加（或减少）分率≥ 20％；有效：

10％≤增加（或减少）分率 <20％；无效：增加（或减

少）分率 <10％。

1.7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3.0 软件进行统计学数据处理，采用

t 检验和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后 MMSE 量表积分

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MMSE 量表评分均有明显提

高（P<0.05），且组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说明两组都可以改善老年患者的认知功能，且多奈

哌齐联合银杏叶提取物临床效果优于单独应用多奈

哌齐，结果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MMSE量表积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评分 治疗后评分

治疗组 40 22.12±3.65 28.33±1.46①②

对照组 40 22.03±2.99 25.53±3.66①

注：与治疗前比较，①P<0.05；与对照组比较，②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后 MoCA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 MoCA 量表评分均有明显提高

（P<0.05），且组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说

明两组都可以改善老年患者的认知功能，且多奈哌

齐联合银杏叶提取物临床效果优于单独应用多奈哌

齐，结果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MoCA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评分 治疗后评分

治疗组 40 21.72±1.37 26.85±2.03 ①②

对照组 40 22.30±2.66 24.60±2.91 ①

注：与治疗前比较，①P<0.05；与对照组比较，②P<0.05。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后 ADL 评分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 ADL 量表积分均有明显降低

（P<0.05），且组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说

明两组都可以改善老年患者的认知功能，且多奈哌

齐联合银杏叶提取物临床效果优于单独应用多奈哌

齐，结果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ADL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评分 治疗后评分

治疗组 40 23.44±0.86 20.84±0.61 ①②

对照组 40 24.01±1.67 21.93±0.89 ①

注：与治疗前比较，①P<0.05；与对照组比较，②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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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说明多奈哌齐联合银杏叶提取物临床效

果优于单独应用多奈哌齐，结果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40 28 8 4 90.0％ ①

对照组 40 20 11 9 77.5％

注：与对照组比较，①P<0.05。

2.5　不良反应

治疗组患者治疗过程中 4 例患者出现轻度胃肠

道不适，由于症状轻微未进行处理，5 天后症状自

行消失。对照组患者出现 3 例皮疹，无明显不适感，

未处理 5 天后自行消失，2 例患者存在轻度头痛，未

处理 3 天后自行消失。

3　讨论

认知过程是人脑接受外界信息，经过大脑的加

工处理，转换成我们内在的心理活动，从而获得和

应用知识的一个过程。认知障碍就是上述过程出现

问题，导致一个或多个方面的认知异常。由于认知

功能是脑神经系统中一种复杂且相互关联的过程，

认知障碍也是脑疾病诊断和治疗中最困难的问题之

一。认知功能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都有

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尤为重要，

甚至影响着老年人的生命安全，同时也给家庭和社

会带来沉重的负担［5］。因此，对老年认知功能障碍

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能

够改善生活质量，还有有利于实现对痴呆的早期诊

断及早期治疗［6］。

多 奈 哌 齐 是 第 二 代 选 择 性 乙 酰 胆 碱 酯 酶

（AChE）抑制剂，对乙酰胆碱有高选择性，主要用

于治疗轻度和中度阿尔茨海默病（AD），血管性痴呆

（VD）以及治疗脑卒中后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等症［7］。

多奈哌齐可抑制脑内胆碱酯酶对乙酰胆碱的水解，

减轻淀粉样蛋白的神经毒性，保护海马神经元，从

而有效的治疗脑神经受损的疾病［8］。但是这一类的

药物作用机制单一，而且只能改善部分症状，由于

该类药物完全依赖于胆碱能神经元，并不能从根本

上对患者进行治疗。现代药理学方法分析发现银杏

叶提取物含有多种活性物质，如银杏黄酮苷、银杏

内酯和白果内酯等。这些活性物质可以清除自由基、

保护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脑缺血再灌注的损伤；保护

脑组织，抗脑缺血与脑水肿；加速神经冲动传导，易

化突触传递；拮抗淀粉样β蛋白，提高全血 Bcl-2 水

平，抑制细胞凋亡等作用［9］。研究表明，银杏叶提

取物金纳多能扩张血管和解除痉挛以及对大脑和血

脑屏障的保护作用，明显改善脑梗塞患者的微循环

障碍［10］。 所以，银杏叶提取物作为新一代的脑保护

药物，可以治疗老年痴呆症，改善痴呆患者的日常

生活能力和认知功能，延缓痴呆的进程。

MMSE 量表是目前认可度最高的认知功能测评

量表，是 AD 的筛查的首选检查；MoCA 量表评定患

者总体智能的水平；ADL 量表用以评估调查对象的

日常生活能力。本研究发现盐酸多奈哌齐联合银杏

叶提取物对老年认知功能障碍的临床效果能够有效

改善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和认知功能，优于盐酸多

奈哌齐单独使用，值得临床推广，但本研究样本量

较小，下一步需要更大根本的研究来验证本研究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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