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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拉西坦联合三七通舒
治疗血管性痴呆的临床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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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的：
观察奥拉西坦联合三七通舒治疗血管性痴呆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 ６０ 例血管性痴呆患者

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３０ 例，对照组给予奥拉西坦胶囊 ０． ８ ｇ／ 次，３ 次 ／ ｄ，口服，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
的基础上加用三七通舒胶囊 ０． ２ ｇ／ 次，３ 次 ／ ｄ，口服，
疗程均为 １２ 周。计算治疗前、
后 Ｆｌ ｓ ｔ ｅｉ ｎ 简易精神状态
检查量表（ ＭＭＳＥ） 、
临床痴呆程度量表（ ＣＤＲ） 、日常生活评定量表（ ＡＤＬ） 、神经功能缺损量表（ ＮＩ ＨＳＳ） 评分。结果：
治疗前 ２ 组各项指标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０． ０５） ，治疗前后及治疗后 ２ 组各项指标评分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P＜０． ０５） 。结论：奥拉西坦联合三七通舒能明显改善血管性痴呆患者的认知功能，提高日常生
活能力，改善神经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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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市南开医院神经内科门诊就诊或住院的患
者 ６０ 例，根据就诊时间，随机分成 ２ 组。对照组
３０ 例，其中男 １９ 例，女 １１ 例；年龄 ６１～８２ 岁，平
均（６５．０±３．５）岁；合并冠心病 １４ 例，高血压 １９
例，糖尿病 １０ 例。治疗组 ３０ 例，其中男 １８ 例，女
１２ 例；年龄 ５８～８６ 岁，平均（６５．０±３．４）岁；合并冠
心病 １８ 例，高血压 １８ 例，糖尿病 ９ 例。２ 组患者
性别、年龄、病情及合并症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０．０５）。
1. 2 诊断标准 痴呆标准及程度判定符合美国
精神病学会第Ⅳ版《精神病的诊断和统计手册》
（ＤＳＭ－Ⅳ）的诊断标准［２ ］，并经脑 ＣＴ 或 ＭＲＩ 诊断

血管性痴呆（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ｅｍｅｎｔｉａ，ＶａＤ）是由多
种脑血管疾病引起的痴呆综合征，是一种慢性进
行性疾病［1 ］，被认为是导致老年期痴呆的第 ２ 位
因素，仅次于阿尔茨海默病，随着老龄化人口的增
多，其发病率日渐增高，严重地影响着老年人的生
活质量，也给社会和患者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但
目前国内外对血管性痴呆的治疗尚无公认的特效
药物及疗法。我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应
用奥拉西坦联合三七通舒治疗血管性痴呆取得一
定疗效，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1. 1 临床资料 将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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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周。
1. 5 疗效判定 治疗前后分别应用 ＭＭＳＥ量表、
ＣＤＲ 量表，ＡＤＬ 量表，ＮＩＨＳＳ 量表检测患者的认知
功能，ＣＤＲ 检测患者的痴呆程度，ＡＤＬ 检测患者的
日常生活自理能力，ＮＩＨＳＳ 检测患者的神经功能
损伤程度。
1. 6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３．０ 统计软件进
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 χ±s）表示，采用 t 检验，
P＜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2. 1 治疗前后 MMSE和 ADR评分变化情况 ２ 组治
疗前后 ＭＭＳＥ 和 ＡＤＲ 评分变化情况，见表 １。
2. 2 治疗前后 ADL 和 NI HSS评分变化情况 ２ 组
治疗前后 ＡＤＬ 和 ＮＩＨＳＳ 评分变化情况，
见表 ２。

为脑梗死（至少有 ２ 个以上梗死灶或 １ 个大面积梗
死灶）。
1. 3 排除标准 阿尔茨海默病或经诊断为其他
原因导致的痴呆患者；明显的抑郁症、严重痴呆患
者（即 ＭＭＳＥ 评分＜１０ 分），患有其他精神病或精
神障碍者；合并严重的心、肝、
肾、造血系统以及重
症糖尿病等内脏疾病者；伴有严重神经功能缺损
患者（即海金斯基缺血指（ＨＩＳ）评分＞７ 分者）。
1. 4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奥拉西坦胶囊（石药
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３１０３３）０．８ ｇ／ 次，３ 次 ／ｄ，口服；治疗组在对
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三七通舒胶囊（成都华神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制药厂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
字Ｚ２００３０１０９），０．２ ｇ／ 次，３ 次 ／ｄ，口服，疗程均为

表 1 2 组治疗前后 MMSE和 ADR评分变化情况
组别
治疗组

例数
３０

入院时 ＭＭＳＥ 评分
１５． ９±３． ５

１２ 周后 ＭＭＳＥ 评分
２３． ９±４． ０

入院时 ＡＤＲ 评分
１． ８７±０． ２４

对照组

３０

１６． １±４． ５

２２． ７±２． ７

１． ９３±０． ２８

分
１２ 周后 ＡＤＲ 评分
１． ３７±０． ２４
２． ０２±０． ２１

注：治疗前 ＭＭＳＥ、
ＡＤＲ 评分 ２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０． ０５；治疗后 ＭＭＳＥ、
ＡＤＲ 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
治疗后 ＭＭＳＥ、ＡＤＲ 评分 ２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 ０１。
有统计学意义，P＜０． ０１；
组别

例数

治疗组
对照组

３０
３０

表 2 2 组治疗前后 ADL 和 NI HSS评分变化情况
入院时 ＡＤＬ 评分
１２ 周后 ＡＤＬ 评分
入院时 ＮＩ ＨＳＳ 评分
４４． ０±３． ５
４５． ５±３． ９

３８． ０±４． ５
４０． ０±３． ５

３２． ９６±０． ５９
３２． ０１±０． ６８

分
１２ 周后 ＮＩ ＨＳＳ 评分
３０． ８５±３． ５
３１． ８１±０． ６２

注：治疗前 ＡＤＬ、ＮＩ ＨＳＳ 评分 ２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０． ０５；治疗后 ＡＤＬ、ＮＩ ＨＳＳ 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差
ＮＩ ＨＳＳ 评分 ２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 ０５。
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 ０５；治疗后 ＡＤＬ、

2. 3 安全性评价 ２ 组无死亡病例出现，治疗期
间所有患者肝肾功能均正常，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３ 讨论
ＶａＤ 又称为可逆性痴呆，是脑循环障碍所致
全脑或局灶缺血引起的脑功能降低综合征，以记
忆力减退，计算和注意力下降，执行能力衰退，或
伴有语言、视空间机能、情感及人格障碍的获得性
智能持续性损害为主要临床表现。ＶａＤ 为多因素
疾病，与高血压、
糖尿病和高血脂等致动脉粥样硬
化因素有关。多数学者认为，ＶａＤ 的发生常与皮层
病变，尤其是左侧皮层缺血及丘脑、海马的缺血改
变密切相关［３ ］，此外，双侧多发性脑梗死，重要位
置的缺血梗死以及大面积脑损害对本病的发生具
有重要作用，不仅脑卒中的发生、发展与 ＶａＤ 有密
切的因果关系，长期脑缺 血亦可导致 ＶａＤ 的发
生［４ ］。ＶａＤ 是老年期痴呆的主要类型之一，
是脑血管
病后的主要并发症，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存质量。
奥拉西坦是一种合成的羟基氨基丁酸环状衍
生物，能激活腺苷酸激酶，增加合成，作用于门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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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酸（ＭＭ－ＤＡ）受体，影响长时程增强（ＬＴＰ）的产生，
升高大脑皮质和海马部位乙酰胆碱的转运，增强
对胆碱摄取的亲和力，同时促进脑代谢，提高大脑
对氧、葡萄糖的利用，有效改善记忆障碍，具有激
活、保护和修复神经细胞的功能，对缺氧大脑有保
护作用，能提高记忆力、增强学习能力，有利于脑
血管病患者的康复，提高其认知能力［５ ］。三七通舒
胶囊主要成分是三七，三七为传统中药，具有散瘀
止血，消肿止痛功效。现代药理研究［６ ］证实三七具
有抗自由基作用，同时具有降低血黏度，抗血小板
聚集，扩张血管，降低血脂和改善微循环及抗炎作
用，在缺血情况下，能保护血脑屏障。因此能有效
改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能
力，三七既能在脑循环障碍时活血以改善微循环，
又能在缺血时保护血脑屏障，与奥拉西坦联用能
更好地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改善患者的神经功
能损伤，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
本研究治疗前 ２ 组 ＳＳＭＥ 评分、ＡＤＲ 评分、
ＡＤＬ
评分、ＮＩＨＳＳ 评分比较 P＞０．０５，说明治疗前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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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血复寐方联合舒乐安定
治疗老年人失眠的临床观察
韩多林
张掖市人民医院东街社区门诊，甘肃 张掖 ７３４０００
［摘 要］ 目的：
探讨活血复寐方联合舒乐安定治疗老年人失眠的临床疗效以及其对睡眠质量的影响。方
法：选择社区门诊符合条件的 ８４ 例老年失眠患者，
随机分为治疗组、
对照组各 ４２ 例。对照组给予舒乐安定 １～
２ ｍｇ，睡前口服；
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服活血复寐方汤剂，
水煎 ２００ ｍＬ，
早晚分服。观察 ２ 组患者疗效和
ＰＳＱＩ 评分情况。结果：
治疗组老年人失眠的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P＜０． ０１） ，ＰＳＱＩ 评分显示睡眠质量优于对
照组（ P＜０． ０１） 。结论：
活血复寐方联合舒乐安定治疗老年人失眠疗效确切，可明显改善老年失眠患者的睡眠
质量，且不良反应少，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失眠，
老年人； 活血复寐方； ＰＳＱＩ 评分；
睡眠质量；
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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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ｅｑｕ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ｔｏｏｋ ｅｕｒｏｄｉｎ ｏｎｅ ｔｏ ｔｗｏ ｍｇ ｂｅｆｏｒｅ ｓｌｅｅｐ； ｏｎ ｔｈｉｓ ｂａｓｉｓ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HuoXue FuMeiFang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ｃｏｃｔｅｄ ｔｏ ２００ ｍＬ．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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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项指标程度基本相同，具有可比性，治疗 １２
周后 ２ 组 ＳＳＭＥ 评分、ＡＤＲ 评分分别与治疗前比较
P＜０．０１，
治疗后 ２ 组组间各评分比较 P＜０．０１，
说明 ２
痴呆程度都有所改善，且治疗
组治疗后认知功能、
组的疗效优于对照组。治疗 １２ 周后 ２ 组ＡＤＬ评分、
ＮＩＨＳＳ 评分分别与治疗前比较 P＜０．０５，
说明 ２组治
疗后日常生活能力、
神经功能损伤程度都有所改
善，但治疗组的疗效优于对照组。总之，奥拉西坦
能有效改善 ＶａＤ 患者的认知功能，改善患者的神
经损伤程度，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但联合中
医药治疗效果更佳，能更好地改善患者的各项指
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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