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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苯酞软胶囊联合盐酸多奈哌齐治疗血管性痴呆伴发
抑郁的临床研究
许琳婷
【 摘要】

目的

探究应用丁苯酞软胶囊联合盐酸多奈哌齐治疗血管性痴呆伴发抑郁的临床效果ꎮ

选择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本院收治的血管性痴呆伴发抑郁患者 １２０ 例作为研究对象ꎬ随机

方法

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ꎬ每组各 ６０ 例ꎮ 对照组应用盐酸多奈哌齐治疗ꎬ观察组给予丁苯酞软胶囊联合

盐酸多奈哌齐治疗ꎬ比较两组的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ꎬ比较两组经治疗后的日常生活能力
( ＡＤＬ) 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ＨＡＭＤ) 的评分情况ꎮ 结果

在治疗总有效率方面ꎬ观察组为 ９１.６７％ꎬ明显

高于对照组的 ７６.６７％ꎬ差异有统计学的意义( Ｐ<０.０５) ꎮ 在不良反应的发生方面ꎬ观察组与对照组的发生
率分别为 ６.６７％、１０.００％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ꎮ 治疗后ꎬ观察组的 ＡＤＬ 评分及 ＨＡＭＤ 评分均明
显优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的意义( Ｐ<０.０５) ꎮ 结论

丁苯酞软胶囊联合盐酸多奈哌齐在治疗血管性痴

呆伴发抑郁中可显著的提高患者的生活能力ꎬ减轻抑郁症状ꎬ治疗效果好ꎬ应用的安全性高ꎬ值得临床推广
应用ꎮ
【 关键词】

丁苯酞软胶囊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４９.１

盐酸多奈哌齐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血管性痴呆ꎻ

血管性痴呆的病因多是脑血管疾病ꎬ包括脑出血ꎬ脑卒中
等ꎬ患者容易出现记忆力减退ꎬ语言障碍等ꎬ严重影响其生活
质量

[１]

抑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９.１６.０３３

ꎮ 血管性痴呆的患者多伴有抑郁症状ꎬ容易焦虑ꎬ情

绪低落等ꎬ严重时可危及生命 [２] ꎮ 因此ꎬ对血管性痴呆伴抑
郁症患者的及时有效的治疗很重要ꎬ临床中多采用盐酸多奈
哌齐治疗ꎬ但是获得的疗效并不十分显著 [３] ꎮ 本研究联合采

影响智力的药物ꎮ 比较两组的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的发生情

况ꎬ经治疗后ꎬ比较两组的日常生活能力( ＡＤＬ) 和汉密尔顿抑
郁量表( ＨＡＭＤ) 的评分情况ꎮ

３.评价标准 [４] :(１) 治疗的临床效果采用治疗总的有效率

来评价ꎬ治疗总有效率 ＝ ( 显效＋有效) 例数 / 总例数 × １００％ꎮ
其中ꎬ患者的反应慢ꎬ记忆力差ꎬ情绪低落等临床症状消失ꎬ可

用丁苯酞软胶囊与盐酸多奈哌齐来治疗血管性痴呆伴抑郁症

以生活自理ꎬ能正常的进行社会活动时评价有显效ꎻ患者的临

的疗效较好ꎮ 现报道如下ꎮ

床症状有明显缓解ꎬ部分生活自理ꎬ能基本参加社会活动时为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选择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本院收治

的血管性痴呆伴发抑郁患者 １２０ 例作为研究对象ꎬ患者表现
为反应较慢ꎬ记忆力差ꎬ情绪低落等ꎬ符合临床中的血管性痴
呆的诊断标准ꎬ并且都伴有抑郁症ꎮ 排除心脏和肝肾功能严
重异常ꎬ无法接受测试的患者ꎮ 将选入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和观察组两组ꎬ每组各 ６０ 例ꎮ 对照组中男 ３３ 例ꎬ女 ２７ 例ꎬ年
龄 ５９ ~ ７９ 岁ꎬ平均( ６８.４± ２.７) 岁ꎬ病程 ４ ~ ７ 年ꎬ平均( ５.７± ０.

３) 年ꎮ 观察组中男 ３０ 例ꎬ女 ３０ 例ꎬ年龄 ６１ ~ ８２ 岁ꎬ平均(６７.９
±３.１) 岁ꎬ病程 ３ ~ ７ 年ꎬ平均( ５.９± ０.２) 年ꎮ 两组一般资料比

较ꎬ差异无统计学的意义( Ｐ>０.０５) ꎬ具有可比性ꎮ

２.方法:对照组患者应用盐酸多奈哌齐( 卫材( 中国) 药

业有限公司ꎬ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７０１８１) 治疗ꎬ临睡前口服 ５ ｍｇꎬ每
天一次ꎮ 观察组给予丁苯酞软胶囊( 石药集团恩必普药业有
限公司ꎬ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５０２９９) 联合盐酸多奈哌齐治疗ꎬ盐酸
多奈哌齐的用药方法与对照组相同ꎬ丁苯酞软胶囊饭前口服

０.２ ｇꎬ每天三次ꎮ 两组均连续用药 ９０ 天ꎮ 两组患者在接受药
物治疗的同时需要多与外界交流ꎬ坚持读书看报等ꎬ避免服用
作者单位:５１５３００ 广东普宁ꎬ普宁市人民医院内五科

有效ꎻ患者的临床表现无变化时为无效ꎮ ( ２) 以日常生活能
力( ＡＤＬ) 评分评价患者的生活能力ꎬ满分为 １００ 分为生活自
理ꎬ４０ 分及以下为无法自理生活ꎮ ( ３) 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 ＨＡＭＤ) 的评分对患者治疗的抑郁症状进行评价ꎬ小于 ７ 分
为正常ꎻ得分在 ７ ~ １７ 分可能有抑郁症ꎬ１７ ~ ２４ 分时肯定有抑
郁症ꎬ大于 ２４ 分时为严重抑郁症ꎮ

４.统计学处理: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ꎬ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ｘ
±ｓ) 表示ꎬ进行 ｔ 检验ꎻ计数资
２
χ
料以[ ｎ( ％) ] 表示ꎮ 进行
检验ꎬＰ < ０. ０５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ꎮ

二、结果

１.两组临床疗效比较: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９１.６７％ꎬ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７６.６７％ꎬ差异有统计学的意义( Ｐ< ０.０５) ꎮ
见表 １ꎮ

表１

组别
观察组( ｎ ＝ ６０)
对照组( ｎ ＝ ６０)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ｎ( ％) ]

显效

有效

３２(５３.３３) ２３(３８.３３)

无效

５(８.３３)

２４(４０.００) ２２(３６.６７) １４(２３.３３)

总的有效率
５５(９１.６７)
４６(７６.６７)

２.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生活能力和抑郁症状评分比较:

 ２０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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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ꎬ观察组的 ＡＤＬ 评分及 ＨＡＭＤ 评分均明显优于对照
组ꎬ差异有统计学的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２ꎮ
表２

组别

两组 ＡＤＬ 和 ＨＡＭＤ 评分比较( ｘ
±ｓꎬ分)

观察组( ｎ ＝ ６０)
治疗前

ＡＤＬ

ＨＡＭＤ

４３.５±３.８

１８.３±２.５

８３.６±４.２

治疗后
对照组( ｎ ＝ ６０)

４４.６±２.９

治疗前

６５.７±２.６

治疗后

７.２±０.９

１８.１±３.１
１４.３±２.５

３.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观察组与对照组的不良

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６.６７％与 １０.００％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ꎮ 见表 ３ꎮ
表３

组别

观察组( ｎ ＝ ６０)
对照组( ｎ ＝ ６０)

讨论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ｎ( ％) ]
腹泻

１(１.６７)
２(３.３３)

恶心

２(３.３３)
３(５.００)

失眠

１(１.６７)
１(１.６７)

方面可改善认知障碍ꎬ在减轻痴呆症状的同时ꎬ患者的消极的
抑郁情绪也得到了很好的抑制作用 [１３￣１５] ꎮ 在临床应用中没
有严重的不良反应发生ꎬ在治疗中较为安全ꎮ

综上所述ꎬ在治疗血管性痴呆伴发抑郁中选用丁苯酞软
胶囊联合盐酸多奈哌齐在改善认知功能障碍方面效果显著ꎬ
并可显著提高患者的生活能力ꎬ减轻抑郁症状ꎬ治疗效果好ꎬ
联合用药后的安全性高ꎬ可在临床中进一步扩大应用范围ꎮ
参

[ １]

[２]
[３]

发生率

４(６.６７)

[４]

６(１０.００)

随着脑出血、脑卒中等脑血管疾病的多发ꎬ血管性

痴呆的发病率也在增加ꎮ 血管性痴呆患者的认知能力ꎬ记忆
和行为等有严重的障碍ꎬ可降低患者的生活能力ꎬ疾病容易进
展是诱发老年痴呆的主要病因 [５￣６] ꎮ 血管性痴呆的患者多伴
有抑郁的表现ꎬ出现情绪低落ꎬ态度消极等症状ꎬ严重者有轻
生的意念 [７] ꎮ 所以血管性痴呆伴抑郁的治疗十分重要ꎮ 临
床中在治疗时以药物的治疗为主ꎬ血管性痴呆的患者因为脑

[５]
[６]
[７]
[８]

组织缺血ꎬ神经元会出现坏死ꎬ造成脑区的病变ꎬ出现不同程
度的认知功能的障碍ꎬ盐酸多奈哌齐可治疗轻度和中度认知
功能障碍ꎬ主要作用于胆碱酯酶ꎬ对其起到抑制的作用ꎬ增加
乙酰胆碱在神经细胞突触中的含量ꎬ对痴呆有一定得治疗作
用 [８￣９] ꎮ 血管性痴呆的症状在改善同时ꎬ患者的消极的情绪
多会出现改善ꎮ 但是在单独应用盐酸多奈哌齐治疗时获得的
临床疗效并不显著

[１０]

ꎮ 丁苯酞软胶囊是治疗缺血性脑卒中

的药物ꎬ对脑缺血后造成的脑损伤的修复作用较好ꎬ因为血管
性痴呆的患者多是因为脑缺血造成的脑组织的损伤ꎬ进而造
成的神经元病变ꎬ因此ꎬ在改善痴呆的同时ꎬ纠正脑缺血也很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关键 [１１￣１２] ꎮ

[１３]

多奈哌齐的临床疗效比对照组单独用了盐酸多奈哌齐好ꎮ 观

[１４]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观察组联合应用丁苯酞软胶囊与盐酸

察组治疗总的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的意义
( Ｐ<０.０５) ꎮ 观察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治疗后ꎬ观察组的 ＡＤＬ 评分及 ＨＡＭＤ
评分均明显优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的意义( Ｐ<０.０５) ꎮ 可
见ꎬ在丁苯酞软胶囊与盐酸多奈哌齐的联合用药治疗血管性
痴呆伴抑郁的效果较好ꎬ一方面可以改善脑缺血ꎬ促进微循
环ꎬ对脑缺血后的脑损伤和炎症反应有良好的治疗作用ꎬ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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