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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痴呆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其

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目前仍无一种彻底治疗老年痴

呆的特效药物［1］。阿尔茨海默病作为老年痴呆中最

常见的类型，发病后患者存在明显的认知功能障碍，

导致日常生活质量的显著下降，严重者还会使患者

部分或全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甚至合并精神行为

的异常，如未能加以有效干预，患者的神经系统症

状将会进行性加重［2］。病理学研究显示胆碱能神经

递质的改变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发展中扮演中重

要角色，而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可导致胆碱能神经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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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多奈哌齐治疗合并有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择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 80 例合并有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阿尔茨海默病

患者按照随机数字法分为两组，每组各 40 例，对照组口服叶酸、维生素 B12 片、盐酸美金刚片进行

治疗，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多奈哌齐，随访 3 个月，比较两组治疗前后 MMSE 及 ADL 评分

变化情况、治疗过程中发生的药物不良反应及治疗前后的同型半胱氨酸浓度。结果　治疗后研究组

MMSE 评分及 ADL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过程中，两组发生失眠、

头晕、恶心、腹泻及尿失禁等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方面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研究组同型半

胱氨酸浓度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应用多奈哌齐可以提高合并有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早

期阿尔茨海默病的疗效，降低血清中同型半胱氨酸含量，促进患者认知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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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value of Donepezil in the treatment of for early alzheimer’s disease complicated with high 
homocysteine. XIONG Shengjie，LIU Yuzhen，LAI Huan，et al. The Mental Health Center in Zigong City，Zigong 
643020，China.

【Abstract】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Donepezil in the treatment of for early alzheimer’s 

disease complicated with high homocysteine. Methods  80 cases of early alzheimer’s disease complicated with high 

homocysteine who got medical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form January 2012 to March 2015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each group had 40 patients，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oral folic acid，vitamin B，each group had 40 patients，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oral folic acid，vitamin Beach group had 40 patients，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oral folic acid，vitamin B，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oral folic acid，vitamin B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oral folic acid，vitamin B，vitamin Bvitamin B12 tablets 

and memant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while those in research group were added with Donepezil on the basis of control，while those in research group were added with Donepezil on the basis of controlwhile those in research group were added with Donepezil on the basis of control 

group，all of those patients were followed-up with 3 months，then the MMSE and ADL score and adverse reactions，all of those patients were followed-up with 3 months，then the MMSE and ADL score and adverse reactionsall of those patients were followed-up with 3 months，then the MMSE and ADL score and adverse reactions，then the MMSE and ADL score and adverse reactionsthen the MMSE and ADL score and adverse reaction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MMSE score and ADL score of research，the MMSE score and ADL score of researchthe MMSE score and ADL score of research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P<0.05），the differences reached statistical level，the proportion of），the differences reached statistical level，the proportion ofthe differences reached statistical level，the proportion of，the proportion ofthe proportion of 

insomnia，dizziness，nausea，diarrhea and uroclepsia of the two groups had non-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s（，dizziness，nausea，diarrhea and uroclepsia of the two groups had non-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s（dizziness，nausea，diarrhea and uroclepsia of the two groups had non-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s（，nausea，diarrhea and uroclepsia of the two groups had non-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s（nausea，diarrhea and uroclepsia of the two groups had non-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s（，diarrhea and uroclepsia of the two groups had non-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s（diarrhea and uroclepsia of the two groups had non-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s（（P>0.05），），

after treatment，the homocysteine concentrations of research group was considerably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the homocysteine concentrations of research group was considerably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the homocysteine concentrations of research group was considerably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Donepezil in the treatment of early alzheimer’s disease complicated with high homo-

cysteine would contribute to enhancing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treatment，reducing serum homocysteine contents and，reducing serum homocysteine contents andreducing serum homocysteine contents and 

improving patients' cognitive function and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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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6 年第 43 卷第 2 期 - 267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质紊乱，加剧阿尔茨海默病情的发展。

多奈哌齐作为一种新型的六氢吡啶类衍生物，

其能可逆性的与胆碱酯酶结合而起到抑制作用，从

而特异性地抑制脑内乙酰胆碱酯酶活性，减少乙酰

胆碱降解，提高中枢神经系统内胆碱能神经元水平，

达到改善患者认知功能及临床症状的目的［3］。为更

好的提高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的治疗效果，本研究则探讨多奈哌齐在高同型半胱

氨酸血症的早期阿尔茨海默病中的治疗价值，现报

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合并

有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80 例，

所有患者均经临床表现，生化检查及影像学检查确

诊，所有患者均存在记忆力减退、情感淡漠、易激

惹及时间定向障碍等典型表现。按照随机数字法分

为两组，各 40 例，其中研究组：男 28 例，女 12 例，

年龄 51~78 岁，平均（66.3±3.4）岁，病程 3 月 ~4
年，平均（1.1±0.2）年；对照组：男 29 例，女 11 例，

年龄 52~78 岁，平均（66.4±3.4）岁，病程 3 月 ~4
年，平均（1.2±0.2）年，两组在性别、年龄及病程

等一般资料方面的差异均未达显著水平（P>0.05）。

1.2　治疗方法

均行饮食调控、保证患者充足睡眠、适量运动

并配合神经康复处理及改善大脑血液循环药物治疗。

对照组口服叶酸（国药准字 H12020597 天津亚宝药

业科技有限公司）10 mg/d 联合维生素 B12 片（国药

准字 H14023321 山西云鹏制药有限公司）500 μg/d，

每天 1 次；盐酸美金刚片（国药药字 H20130086 珠

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起始剂量为

5mg/d，前 3 周每天 1 次，由第 4 周开始逐渐增量，

每次周增加 5 mg，直至 20 mg 每天。研究组则在

对照组基础上，每天晨起口服多奈哌齐（国药准字

H20050978 卫材药业有限公司）5 mg/d，每天 1 次，

所有患者均连续治疗 3 个月。

1.3　观察指标 

所有患者入组后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并取得医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对所有患者进行门诊或电话随

访 3 个月，比较两组治疗前后 MMSE 及 ADL 评分变

化情况，治疗过程中发生的药物不良反应就治疗后

临床症状改变情况。在治疗前和治疗后 3 个月，分

别采集 5 mL 空腹静脉血，离心后取血清置于 -4 ℃

冰箱中保存，使用 Abbott-c16000 型全自动生化仪测

定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浓度。

1.4　临床量表评定 

简易智力状况检查法（mini-mental state exami-mini-mental state exami-

nation，MMSE）认知功能评分最高分 30 分，MMSE）认知功能评分最高分 30 分［4］，分数在

27~30 分之间为正常，总分低于 21~27 分则判断为轻

度认知功能障碍，总分在 11~20 分之间为中度认知

功能障碍，总分如低于 10 则为重度认知功能障碍。

日常生活活动（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DL）能力评

分总分为 64 分［5］，其得分低于 20 分为存在严重生活

行为能力缺陷，受试者其生活完全无法自理需要依

赖他人帮助，得分在 20~40 分之间者为中度生活行

为能力缺陷，生活需要较大他人帮助，得分在 40~60
分之间者为轻度生活行为能力缺陷，生活部分自理，

仅需要他人稍许帮助，得分大于 60 分则为正常。

1.5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13.0 进行，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x±s）表示，两组间均数的比较使用 t 检验，计数

资料以百分数表示，两组间的均数的比较采用χ2 检

验。若 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 MMSE 及 ADL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 MMSE 及 ADL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治疗后研究组 MMSE 评分及 ADL 评分

均高于治疗前及治疗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1　两组治疗前后MMSE及ADL评分比较（分，x±s）

组别 n MMSE评分 ADL评分

研究组 40 治疗前 13.6±2.4 33.5±6.5

治疗后 21.5±1.7 56.3±8.9

对照组 40 治疗前 13.8±2.5 34.1±6.6

治疗后 17.9±2.0 45.5±7.5

2.2　两组治疗过程中发生的药物不良反应比较 

治疗过程中，两组发生失眠、头晕、恶心、腹

泻及尿失禁的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2　两组治疗过程中发生的药物不良反应比较（例，％）

组别 n 失眠 头晕 恶心 腹泻 尿失禁

研究组 40 3（7.5％） 3（7.5％） 2（5.0％） 4（10.0％） 2（5.00％）

对照组 40 3（7.5％） 2（5.0％） 5（12.5％） 1（2.5％） 4（10.00％）

χ2 0.000 0.000 0.626 0.853 0.431

P 1.000 1.000 0.429 0.356 0.516

2.3　两组治疗前后同型半胱氨酸浓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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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研究组同型半胱氨酸浓度为（26.5±2.8）

μmol/L，对照组为（26.6±2.9）μmol/L，两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观察组同型半胱氨酸

浓度为（6.5±0.2） μmol/L，显著低于治疗后对照组

的（15.5±0.6）μmol/L（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同型半胱氨酸浓度比较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研究组 40 26.5±2.8 6.5±0.2 20.732 <0.01

对照组 40 26.6±2.9 15.5±0.6 14.893 <0.01

t 0.1873 10.729

P >0.05 <0.01

3　讨论

随着我国老年化的加快，阿尔兹海默症的发病

率逐年升高，现已成为仅次于癌症、中风、心脏病

之后的第 4 位致死疾病。阿尔兹海默症的主要病理

改变为在中枢神经系统，临床以老年斑和神经纤维

缠结为主要病理改变［6］，其发病机制上以中枢神经

系统中的乙酰胆碱能神经介质水平的降低，导致患

者学习、记忆以及生活能力的降低，并表现为痴呆

症状［7］。该病对合并有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本研

究针对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可通过叶酸和维生素 B12

进行治疗［8］，同时针对阿尔茨海默病使用美金刚对

症处理，但是对于合并有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阿

尔茨海默病患者，使用叶酸、维生素 B12 及美金刚

治疗，效果往往不理想，患者临床症状改善慢，甚

至治疗期间疾病进展快。为寻找更有效的治疗方式，

本文对联合使用多奈哌齐的疗效进行了探究。

本研究发现，治疗后研究组 MMSE 及 ADL 评分

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对同型半胱

氨酸浓度显著降低。提示联合使用多奈哌齐后，患

者认知功能及日常生活行为能力均得到较快改善，

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多奈哌齐具有高度选择性且

长时效的可逆性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功能，临床给药

后，可以选择性抑制中枢神经系统中突触后膜内的

乙酰胆碱酯酶活性，抑制乙酰胆碱水解，从而增加

突触间隙内乙酰胆碱水平，达到促进胆碱能神经元

传导功能的目的［9］。本研究证实，治疗过程中两组

的各种不良反应发生率均无显著差异，说明联合使

用多奈哌齐并不会导致患者的不良反应增加，用药

安全性可靠。此外，本研究还证实了联合使用多奈

哌齐对合并有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早期阿尔茨海

默病患者的有效性。同型半胱氨酸是一种含硫基的

氨基酸，其诱发阿尔兹海默症的途径为：同型半胱氨

酸在体内转化为同型胱氨酸，后者对神经元具有兴

奋毒性作用；高浓度的同型半胱氨酸可明显增加氧自

由基含量，促进一氧化氮的合成，而高浓度的一氧

化氮会转化成神经毒性物质，并由此导致神经元死

亡［10］。不仅如此，同型半胱氨酸还能降低海马神经

元 DNA 的修复功能，增加海马神经元对淀粉样 -β

肽毒性的敏感性，促进β- 淀粉样变形以及谷氨酸的

神经细胞毒性作用，增加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多

奈哌齐为胆碱酯酶抑制剂，其体外研究证实其对胆

碱酯酶的抑制效果是丁酰胆碱酯酶的 1000 倍［11］。本

研究提示，其对中枢神经系统中乙酰胆碱酯酶抑制

显著强于血浆乙酰胆碱酯酶作用，口服给药后其在

中枢神经系统中的血药浓度是外周血中的 8 倍［12］，

故联合应用多奈哌齐有助于提高治疗敏感性，加快

患者认知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的恢复。

综上所述，在临床上对合并有高同型半胱氨酸

血症早期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时，治疗应用多奈哌齐

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降

低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浓度，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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