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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苯酞软胶囊联合高压氧治疗血管性痴呆的临床疗效
及其对血浆同型半胱氨酸水平的影响
叶军 1，乔莉莉 2，侯双兴 3，肖伟忠 3，王清华 3，聂志余 1
【摘要】 目的 观察丁苯酞软胶囊联合高压氧治疗血管性痴呆的临床疗效，并探讨其对血浆同型半胱氨酸（Hcy）
选取 2016 年 1 月—2017 年 6 月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收治的血管性痴呆患者 86 例，根据简单随

水平的影响。方法

机化原则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43 例。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对照组患者给予高压氧治疗，观察组患者给予丁苯
酞软胶囊联合高压氧治疗；两组患者均连续治疗 3 个疗程（1 个月为 1 个疗程）。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治疗前后

临床痴呆评定量表（CDR）评分、Barthel 指数、血浆 Hcy 水平，并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1）
观察组患者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2）治疗前两组患者 CDR 评分、Barthel 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CDR 评分低于对照组，Barthel 指数高于对照组（P<0.05）。（3）治疗前两组患者血

浆 Hcy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血浆 Hcy 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4）两
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丁苯酞软胶囊联合高压氧可有效提高血

管性痴呆患者临床疗效、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减轻痴呆程度并降低患者血浆 Hcy 水平，且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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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butylphthalide soft capsules combined with 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 on vascular dementia，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n plasma Hcy level. Methods

A total of 86 patients with

vascular dementia were selected in Pudo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Fudan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2016 to June 2017，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simple randomization principle，each of 43 cases. Based on

routine nursing care，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received 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while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butylphthalide soft capsules combined with 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both groups continuously treated for 3 courses（1
month as a course）. Clinical effect，CDR score，Barthel index and plasma Hcy level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and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as observed during treatment. Results

（1）Clinical effect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0.05）.（2）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CDR score or Barthel index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P>0.05）；after treatment，CDR
score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while Barthel index in observatio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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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0.05）.（3）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plasma
Hcy level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P>0.05），while plasma Hcy level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P<0.05）.（4）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as observed during treatment（P>0.05）. Conclusion In patients with vascular dementia，

butylphthalide soft capsules combined with 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reduce the severity of dementia and reduce the plasma Hcy level，and is relatively safe.

【Key words】 Dementia，vascular；Butylphthalide soft capsule；Hyperbaric oxygen；Homocysteine
血管性痴呆是缺血缺氧性脑血管疾病等导致脑组织损伤，
［1］

以认知功能减退为主要特征

，是引发老年痴呆的主要原因

之一。高压氧疗法是治疗神经内科疾病的常用方法之一，可

增加血 - 脑脊液屏障的通透性，加速药物通过血 - 脑脊液屏障，
进而更好的发挥药物治疗效果［2］。丁苯酞为治疗脑缺血的常

用药物，其于芹菜籽中提取，具有改善脑部血流量及延缓脑
组织损伤的作用［3］。本研究旨在探讨丁苯酞软胶囊联合高压
氧治疗血管性痴呆的临床疗效及其对同型半胱氨酸（Hcy）水
平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1.1

资料与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2017 年 6 月复旦大学附

一般资料

属浦东医院收治的血管性痴呆患者 86 例，均符合血管性痴呆
的诊断标准［4］。纳入标准：影像学检查显示头部存在多发性

腔隙性脑梗死或多灶性脑梗死者；发病前认知功能正常且目
前处于脑血管疾病稳定期者；首次发病 3 个月内出现痴呆症

状，且持续时间≥ 3 个月。排除标准：合并肝、肾功能异常者；
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评分 <9 分者；合并消
化系统疾病者。根据简单随机化原则将所有患者分为对照组

和观察组，每组 43 例。对照组患者中男 26 例，女 17 例；平

均年龄（65.2±6.0）岁；平均病程（16.1±5.5）个月；合并症：

进展：经治疗患者精神状态、情绪均出现恶化，MMSE 评分
较治疗前降低。
1.3.2

分 18 分，评分越高表明痴呆程度越重。（2）采用 Barthel 指
数评估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该量表总分 100
分，评分越高表明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越好。
1.3.3

组患者性别（χ =0.05）、年龄（t=0.62）、病程（t=0.26）、

合并症（χ2 值分别为 0.09、012、0.14）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同意。
1.2

治疗方法

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对照组患者给予高压氧

治疗，选用多人医用氧舱，压力为 0.2 MPa，治疗过程中加压

时间设定为 15~20 min，减压时间设定为 20~30 min；稳压时

分别于治疗前后抽取两组患者清晨空

min 离心 15 min（离心半径 10 cm），取血浆并置于 -80 ℃冰
箱中保存待用；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血浆 Hcy 水平。
1.3.4
1.4

不良反应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1.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计

数资料分析采用 χ2 检验；等级资料分析采用秩和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2.1

结果
临床疗效

观察组患者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u=-2.017，P=0.044，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Table 1 Comparison of clinical effec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进展

对照组

43

12

18

9

4

观察组

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复旦大学附属浦东
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所有患者家属对本研究知情

血浆 Hcy 水平

腹外周静脉血 5 ml，置于含乙二胺四乙酸抗凝管中，3 000 r/

女 18 例；平均年龄（64.4±5.9）岁；平均病程（15.8±5.4）
2

（1）采用临床痴呆评

定量表（CDR）评估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痴呆程度，该量表总

高血压 8 例，冠心病 5 例，糖尿病 5 例。观察组患者中男 25 例，
个月；合并症：高血压 9 例，冠心病 6 例，糖尿病 4 例。两

痴呆程度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2.2

43

18

20

痴呆程度、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4

1

治疗前两组患者 CDR 评

分、Barthel 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后观察组患者 CDR 评分低于对照组，Barthel 指数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血 浆 Hcy 水 平

治 疗 前 对 照 组 患 者 血 浆 Hcy 水 平 为

给予患者面罩吸氧，时间为 1 h；吸氧 0.5 h 后休息 10 min，
1 次 /d。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丁苯酞软胶囊（石

（23.04±5.42）μmol/L，观察组患者为（22.97±5.23）μmol/L；

药集团恩必普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H20050299）200

mg/ 次，3 次 /d。1 个月为 1 个疗程，两组患者均治疗 3 个疗程。

观察组患者为（18.41±5.97）μmol/L。两组患者治疗前血浆

1.3

1.3.1

观察指标

临床疗效

临床疗效判定标准［4］：（1）显效：患者

精神状态及情绪均恢复正常，能集中精力并可准确定位，
MMSE 评分较治疗前增加≥ 5 分；（2）有效：患者精神状态

及情绪均有所好转，MMSE 评分较治疗前增加 1~4 分；（3）

无效：患者精神状态及情绪均未好转，MMSE 评分无变化；（4）

治疗后对照组患者血浆 Hcy 水平为（21.23±5.34）μmol/L，
Hcy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06，P=0.95），治疗

后观察组患者血浆 Hcy 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31，P=0.02）。

2.4 不良反应 治疗期间对照组患者出现 1 例气压伤，不良反

应发生率为 4.3%；观察组患者出现 1 例腹部不适和恶心，停药
后消失，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4.3%。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
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0，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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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CDR 评分、Barthel 指数比较（x±s，分）
Table 2 Comparison of CDR score and Barthel index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组别

例数

对照组

43

观察组
t值

CDR 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1.92±0.43 1.06±0.18

43

1.86±0.45 0.84±0.13
0.63
0.53

P值

6.50

<0.05

Barthel 指数

治疗前

36.48±5.32 54.82±8.21
0.90

10.62

<0.001

注：CDR= 临床痴呆评定量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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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呆患者临床疗效、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减轻患者痴呆程度
并降低患者血浆 Hcy 水平，且安全性较高；但本研究为单中

心研究且样本量较小，结果结论还需扩大样本量、联合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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