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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鼠神经生长因子联合多奈派齐治疗血管性认知障碍(VCI)的效果及对患者各项临床指标

的影响。方法 选择 2019年 1月至 2021年 1月东莞市厚街医院神经内科收治的 60例VCI住院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根据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30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多奈派齐治疗，研究组患者在对照组基

础上联合鼠神经生长因子治疗，两组疗程均为一个月。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治疗前后的蒙特利尔认知

评估量表(MoCA)、简明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阿尔茨海默病评估量表认知部分(ADAS-cog)的评分，以及血清

脂蛋白相关磷脂酶A2 (Lp-PLA2)水平的变化。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MoCA、MMSE、ADAS-cog评分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MoCA、MMSE评分均明显升高，且研究组患者的MoCA、MMSE

评分分别为(25.8±4.7)分、(26.8±4.3)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21.4±4.4)分、(20.7±3.8)分，ADAS-cog评分均明显下降，

且研究组患者的ADAS-cog评分为(15.6±2.1)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的(17.1±2.0)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

疗前，两组患者的Lp-PLA2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Lp-PLA2水平明显升高，且研

究组患者的Lp-PLA2水平为(47.6±4.5) μg/L，明显高于对照组的(39.8±4.2) μ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

究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90.0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63.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鼠神经生长

因子联合多奈派齐治疗VCI可有效提高患者的MoCA、MMSE评分，有利于提高患者Lp-PLA2水平，临床治疗效果

显著，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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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mouse nerve growth factor combined with donepezil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vascular cognitive impairment (VCI) and its influence on clinical indicators.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1, 60 VCI inpati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Dongguan Houjie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study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with 3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donepezil, and the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mouse

nerve growth factor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treatment course of the two groups was one month. The Montre-

al Cognitive Assessment Scale (MoCA), Mini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 cognitive part of Alzheimer's dis-

ease assessment scale (ADAS COG), and serum lipoprotein associated phospholipase A2 (Lp-PLA2) level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recorded before and one month after treatment, as well as the clinical efficacy after 14 days of treatment.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oCA, MMSE, and ADAS-cog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After treatment, MoCA and MMSE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scores of MoCA, MMSE, and ADAS-cog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25.8±4.7) points and (26.8±4.3) points,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21.4 ± 4.4) points and (20.7 ± 3.8) poi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cores of

ADAS-cog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15.6±2.1) points and (17.1±2.0) poi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activity of

Lp-PLA2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activity of Lp-PLA2 in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 activity of Lp-PLA2 in the study group was (47.6±4.5) μg/L,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39.8±4.2) μg/L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90.00%, which was signifi-

cantly higher than 63.33%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Mouse nerve growth factor combined with done-

pezil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in the treatment of VCI. I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MOCA and MMSE scores of pa-

tients, and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level of Lp-PLA2 of patients, which has good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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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与之相伴的认知障碍也

逐渐成为医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中血管性认知障

碍(vascular cognitive impairment，VCI)被认为是 21 世

纪发展最快的影响人体健康的脑疾病。血管性认

知障碍是指由血管性疾病所导致的形式各异的认

知障碍，病情会从轻微的认知障碍发展到明显的痴

呆，也是目前除阿尔茨海默症外导致痴呆的第二大

原因 [1-2]。已有研究显示，血管性认知障碍导致的痴呆

经及时诊断和治疗后可以逐步缓解甚至治愈。因此，

探究VCI的发病机制，并积极寻求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方

法，对于VCI患者的康复至关重要。目前，临床上主要采

用脑循环改善剂、脑代谢复活剂和脑保护剂等常规药物

对该病进行治疗，防止患者病情进一步恶化，但治疗效果

欠佳[3-4]。本研究探讨了鼠神经生长因子联合多奈派齐

治疗VCI的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9年 1月至 2021年 1月

东莞市厚街医院神经内科收治的 60例VCI住院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符合VCI诊断标准[5]者；

②在发病后24 h内入院者；③均为首次发病者。排除标

准：①需要复杂的全面监测和处理的严重心肺疾病者；

②严重肝肾功能不全或衰竭者；③患有精神类疾病

者。根据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30例。 研究组中男性15例，女性15例；年龄34~77岁，

平均(58.6±4.9)岁，平均住院时间(12.6±2.1) d。对照组

中男性 16 例，女性 14 例，年龄 35~78 岁，平均(59.2±

5.2)岁，平均住院时间(11.9±2.0) d。两组患者的性别、

年龄、住院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

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患者及家属均对本研究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进行常规性治疗，

包括抗血小板聚集、血糖、血压、血脂等，对照组患者

应用多奈派齐治疗，每日睡前口服盐酸多奈哌齐片[生

产厂家：卫材(中国)药业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

字H20070181]，5 mg/次，1次/d。研究组患者在对照组

治疗的基础上联合鼠神经生长因子治疗，具体方法：

鼠神经生长因子[生产厂家：舒泰神(北京)药业有限公

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S20060023]肌肉注射，20 μg/

次，1次/d。出院后带药，至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肌

肉注射，两组患者均保证完成1个月的疗程，回院门诊

复查血清学指标，并进行相关量表的评估。

1.3 观察指标与评价方法 (1)两组患者治疗前

后的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简明精神状态检

查量表 (MMSE)、阿尔茨海默病评估量表认知部分

(ADAS-cog)评分。MMSE评分标准[6]：MMSE评估患

者认知功能情况，总分40分，分数越高，表明患者认知

功能越强。MoCA评分标准[7]：MoCA评估患者认知障

碍情况，共包含注意力、记忆力、语言、抽象思维四个

方面，总分 40 分，分数越低，表明患者认知障碍越严

重。ADAS-cog评分标准[8]：ADAS-cog评估患者认知

情况，总分 40 分，分数越高，表明患者认知障碍病情

越严重。(2)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清脂蛋白相关磷

脂酶A2 (Lp-PLA2)水平。清晨空腹抽取患者静脉血

5 mL，利用离心机以3 000 r/min的转速离心30 min获

取上层清液，并置于-70℃环境中予以保存，采用酶水

解底物显色法检测Lp-PLA2水平，操作步骤严格按照

试剂盒说明书进行。(3)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 治疗

后评价疗效，疗效判断标准[9]：显效：MMSE评分增加

指数≥20%；有效：MMSE评分增加指数12%~20%；无

效：MMSE评分增加指数<12%。其中，MMSE评分增

加指数=[(治疗后评分-治疗前评分)/治疗前评分]×

100%，总有效率=[(显效+有效)/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5.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组间均数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

用χ2检验，均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ADAS-cog、MoCA、

MMSE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ADAS-cog、

MoCA、MMSE 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MoCA、MMSE评分均显著

升高，且研究组患者的 MoCA、MMSE 评分明显高于

对照组，ADAS-cog明显下降，且研究组患者明显低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Lp-PLA2水平比较 治

疗前，两组患者的Lp-PLA2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Lp-PLA2水平均明显

升高，且研究组患者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2。

2.3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研究组患者的

治疗总有效率为 90.0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63.3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963，P=0.002<0.05)，见表3。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MoCA、MMSE、ADAS-cog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30

30

治疗前

18.3±4.2

17.8±3.7

0.489

0.626

治疗后

25.8±4.7a

21.4±4.4a

3.743

0.001

治疗前

14.6±3.1

14.8±3.2

0.245

0.806

治疗后

26.8±4.3a

20.7±3.8a

5.267

0.001

治疗前

23.5±3.7

23.2±3.5

0.944

0.348

治疗后

15.6±2.1a

17.1±2.0a

2.833

0.006

MoCA MMSE ADAS-cog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Lp-PLA2水平比较(x-±s，μg/L)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30

30

治疗前

36.5±3.2

36.8±3.3

0.357

0.722

治疗后

47.6±4.5

39.8±4.2

6.940

0.001

t值
14.755

5.256

P值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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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VCI是指因脑血管和其他危险因素所造成的认知

损害性疾病，主要表现为脑血管的神经功能障碍和认

知障碍两方面。由于我国老龄化的日益严重，VCI的

患病率也出现了逐年增加的趋势，不仅严重损害患者

的身心健康和生存质量，更加重了患者家庭和社会的

压力和负担 [10-11]。随着对于 VCI 发病机制研究的深

入，目前认识到造成VCI的主要原因是急慢性脑缺血

造成的缺血性脑组织损伤，主要包括白质损伤病变以

及灰质内神经元死亡；该病的诱因则为遗传病、代谢

性疾病和不良的生活习惯，主要包括高血脂、高血压、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糖尿病和心房纤维性颤动；促

使发生的内在机制为线粒体氧化应激和内质网应激

及其诱导的细胞凋亡[12-13]。相关研究显示，当VCI发

展为血管性痴呆时，患者的大脑皮层已经严重萎缩，

神经细胞大量受损乃至死亡，给治疗带来很大的困

难。因此，早发现早干预十分必要。盐酸多奈派齐是

第 2代可逆性胆碱酯酶抑制剂，是治疗VCI的常用药

物，但是单纯应用该药的效果并不理想。鼠神经生长

因子作为一种细胞生长因子，含有丰富的生物活性蛋

白，一方面可以加速神经细胞的生长发育、分化及再

生，刺激神经元轴突再生，促使进行性变性神经元存

活。另一方面，可以帮助再生神经纤维生长，减缓神

经元萎缩及死亡，降低中枢神经系统损伤程度。从而

达到保护受损中枢神经系统神经元，避免其萎缩及死

亡，恢复神经功能的目的[14-15]。有研究表明，MMSE和

MoCA是常用的认知功能评分量表，且评分越高，患者

的认知功能越完善[16]。ADAS-cog认知评分量表是临

床试验用药评估认知情况的金标准[17]。本研究对观察

组患者鼠神经生长因子联合多奈派齐治疗，与单纯

使用多奈派齐的对照组比较，结果发现治疗后两组

患者的MoCA、MMSE评分均明显升高，ADAS-cog明

显下降，且研究组患者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90.0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63.33%，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这一结果说明鼠神经生长因子联合多奈

派齐治疗可以更好地改善VCI患者的认知功能，提高

临床疗效。

Lp-PLA2 是一种具有血管特异性的非钙离子依

赖型磷酸酯酶，参与脑梗死引发VCI的发生、发展过

程。临床研究表明，Lp-PLA2 正常水平的脑梗死患

者，患 VCI 的概率要明显低于 Lp-PLA2 高水平，故表

明LP-PLA2水平越高，VCI发生风险就越高[18]。本研

究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Lp-PLA2 水平的变化也进行

了比较，结果发现治疗后两组患者的Lp-PLA2水平均

明显升高，且研究组患者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说明了鼠神经生长因子联合多奈

派齐治疗可以提高Lp-PLA2水平，这可能也是两者联

合治疗提高临床疗效的重要机制之一。

综上所述，鼠神经生长因子联合多奈派齐治疗

VCI可明显提高患者的MoCA、MMSE评分，有利于提

高患者Lp-PLA2水平，临床治疗效果显著，值得临床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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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例数

30

30

显效

16

10

有效

11

9

无效

3

11

总有效率(%)

90.00

63.33

··24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