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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多巴联合司来吉兰治疗帕金森病患者临床效果及安全性评价

敖文玲 1 、 胡　明 1 、 李方明 1 、 何金彩 2 、 王传刘 3

【摘要】目的　探讨美多巴联合司来吉兰治疗帕金森病患者临床效果及其安全性评价。方法　本

研究病例来源于 2014 年 8 月至 2015 年 8 期间我院收治的原发性帕金森病患者 86 例，依据随机数字

表法分为观察组 43 例与对照组 43 例。观察组采用美多巴联合司来吉兰治疗，对照组仅采用美多巴

治疗。两组疗程均为 3 个月。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86.05％）高于对照组（67.44％）（P< 0.05）；两

组 Webster 评分治疗后明显减少（P< 0.05）；观察组 Webster 评分治疗后低于对照组（P< 0.05）；两组

MDRSPD 评分治疗后明显减少（P< 0.05）；观察组 MDRSPD 评分治疗后低于对照组（P< 0.05）；两组均

未见严重用药不良反应。结论　美多巴联合司来吉兰治疗帕金森病患者临床效果显著，且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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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opar and selegiline treatment of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its 
safety evaluation　AO Wenling，HU Ming，LI  Fangming，et al. Shenzhen Hospital of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Shenzhen 3181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Madopar and selegiline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clinical effect and its safety evaluation. Methods　86 cases of primary Parkinson's disease in our hospital dur-

ing the period from August 2014 to August 2015，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43 cases and control group 43 cases.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Madopar and selegiline，

control group only with madopar，the treatment last for 3 month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

tion group （86.05％）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67.44％）（P<0.05）；Webster scor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after treatment （P<0.05）；Webster score of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P<0.05）；MDRSPD scor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treatment （P<0.05）；

MDRSPD score of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P<0.05）；two groups had no 

serious with adverse drug reactions. No serious adverse drug reactions were found in the two groups. Conclusion　

Madopar and our to Gilan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clinical effect is remarkable，and is safe and 

rel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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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神经系统变性疾病，

又称为震颤麻痹【1】。该病病理变化主要为是黑体和

纹状体的多巴胺能神经元发生病变；其临床表现主要

为步态姿态障碍、静止性震颤、运动迟缓、肌强直

等，且伴记忆力差、易怒、睡眠差等症状，使患者

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2-4】。故而采取积

极有效地治疗方法尤为重要。本研究旨在分析美多

巴联合司来吉兰治疗帕金森病患者临床效果及其安

全性评价。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病例来源于 2014 年 8 月至 2015 年 8 期间

我院收治的原发性帕金森病患者 86 例。其中，男 49
例，女 37 例；年龄 50~80 岁，平均（65.49±7.84）

岁；病程 6 个月 ~5 年，平均（2.59±0.63）年。依据

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观察组 43 例与对照组 43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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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方面两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见

表 1。

表1　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男性/女性 平均年龄（岁）平均病程（年）

观察组 43 26/17 64.73±8.05 2.43±0.60

对照组 43 23/20 65.91±7.45 2.69±0.67

χ2/t - 0.4269 0.7055 1.8957

P - >0.05 >0.05 >0.05

1.2　入组标准及排除标准

入组标准：①年龄 50~80 岁；②签订知情同意书

者；③均已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者。

排除标准：①不符合上述入组标准者；②严重精

神疾病、迟发性异动症者；③合并肺、肾、肝、心等

功能严重异常者；④各种帕金森综合症，已行手术治

疗的帕金森症患者；⑤对本研究方案过敏者。

1.3　治疗方法

对照组：美多巴（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国药

准字 H10930198）起始剂量为 62.5mg/ 次，每日 2 次；

从第 4d 开始逐渐增加剂量 250mg/ 次，每日 2 次。观

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结合、司来吉兰（成都蓉药集

团四川长威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21003448）起

始剂量为 50mg/ 次，每日 1 次，于每日清晨餐后 0.5h

服用；从第 4d 开始 10mg/ 次，每日 1 次。两组疗程

均为 3 个月。

1.4　疗效评价标准

①显效：患者姿势步态障碍、静止性震颤、运

动迟缓等症状消失；②有效：患者姿势步态障碍、静

止性震颤、运动迟缓等症状明显改善；③无效：患者

姿势步态障碍、静止性震颤、运动迟缓等症状无改

善甚至加重。

1.5　观察指标

（1）观察两组患者改良 Webster 症状量表评

分，共包含 10 个项目，每个项目记 0~3 分。①轻

度障碍：1~10 分；②中度障碍：11~20 分；③重度障

碍：21~30 分；（2）观察两组患者运功功能评定量表

（MDRSPD）评分治疗前后变化；（3）观察两组不良

反应。

1.6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22.0 软件处理，P<0.05 表示有统计差

异，以χ2 检验计数治疗，以独立样本 t 检验组间计

量资料、配对 t 检验组内计量资料。

2　结果

2.1　两组疗效比较

见表 2。观察组总有效率（86.05％）高于对照组

（67.44％）（P<0.05）。

表2　两组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43 11（25.58） 26（60.47） 6（13.95） 86.05

对照组 43 8（18.60） 21（48.84） 14（32.56） 67.44

χ2 - - - - 4.1697

P - - - - <0.05

2.2　两组 Webster 评分比较

见表 3。两组 Webster 评分治疗后明显减少

（P<0.05）；观察组 Webster 评分治疗后低于对照组

（P<0.05）。

表3　两组Webster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观察组 43 12.39±2.79 7.12±1.79 10.4251 <0.05

对照组 43 11.74±3.13 9.13±1.94 4.6477 <0.05

t - 1.0165 4.9933 - -

P - >0.05 <0.05 - -

2.3　两组 MDRSPD 评分比较

见表 4。两组 MDRSPD 评分治疗后明显减少

（P<0.05）；观察组 MDRSPD 评分治疗后低于对照组

（P<0.05）。

表4　两组MDRSPD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观察组 43 22.03±3.12 17.32±2.13 8.1757 <0.05

对照组 43 21.65±3.03 19.42±2.45 3.7528 <0.05

t - 0.5729 4.2418 - -

P - >0.05 <0.05 - -

2.4　不良反应

两组均未见严重用药不良反应。

3　讨论

帕金森病主要是由于中脑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

及其他含色素的神经元大量变性死亡，使得纹状体

多巴胺的含量明显降低，乙酰胆碱能功能降低，且

使乙酞胆碱兴奋作用增加，从而出现震颤麻痹的现

象。该病临床特征主要表现为始动困难、姿势发射

减少以及静止性震颤等【5-7】。该病临床特点主要表

现为发病较缓慢、发病隐匿、且于发病初期无明显

症状，容易被忽视，容易出现漏诊、误诊【8】。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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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若不能采取及时有效地控制，病情持续发展

则会致使患者下肢也出现以上症状。

美多巴是帕金森病临床上常用的一种药物，该

药物能够在一定时间内缓解帕金森患者临床症状，

但服用美多巴无法阻止帕金森的自然发展，且会在

胃肠道、泌尿系统等引起不同程度不良反应，研究

报道显示长期应用美多巴，治疗作用会逐渐，很难

抑制神经元的变性【9-10】。故而笔者采用，美多巴联

合司来吉兰治疗，司来吉兰是一种 B 型单胺氧化酶

抑制剂，具有抑制单胺氧化酶 B 作用，还可抑制基

底节区突触前膜对 DA 的再摄取，提高了突触间隙

内 DA 的浓度【11】；此外，司来吉兰还具有抗氧化的作

用，可有效减缓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变性、死亡，对

神经起到保护作用【12】。本文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

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说明美多巴联合司来吉兰可

明显提高治疗疗效；两组 Webster 评分治疗后明显减

少，观察组 Webster 评分治疗后低于对照组，说明美

多巴联合司来吉兰可明显改善患者症状、体征；两组

MDRSPD 评分治疗后明显减少，观察组 MDRSPD 评

分治疗后低于对照组，说明美多巴联合司来吉兰可

明显改善患者运动功能。

综上所述，多巴联合司来吉兰治疗帕金森病患

者临床效果显著，且安全可靠，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故而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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