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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地黄饮子联合西医常规疗法治疗非痴呆型血管性
认知功能障碍肾虚痰阻证临床研究
刘占国 1，程文静 2，宋国红 3，张茜茜 3，刘冰 3，刘桂芳 3，王登芹 3
1.济宁市中医院，山东 济宁 272200；2.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山东 济宁 272011；
3.济宁医学院临床医学院，山东 济宁 272000
摘要：目的

观察加味地黄饮子联合西医常规疗法治疗非痴呆型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肾虚痰阻证的临床疗

效，及对认知功能、炎症因子水平的影响。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80 例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2 组均予西医常规疗法治疗。对照组在常规疗法基础上予尼莫地平片，30 mg/次，3 次/d，口服。治疗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予加味地黄饮子，每日 1 剂，每日 2 次，口服。2 组均 1 个月为 1 个疗程，连续治疗 3 个疗程。
评价 2 组临床疗效，观察 2 组治疗前后中医证候积分、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评分、蒙特利尔认知评估
量表（MoCA）评分、Blessed-Roth 行为量表（BBS）评分，检测白细胞介素（IL）-6、IL-8、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水平，监测 2 组安全性指标及不良反应。结果

治疗组中医疗效总有效率为 75%（30/40），对照组

为 5%（2/40）
，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治疗组治疗后中医证候积分明显
下降，MMSE 评分、MoCA 评分明显提高，BBS 评分明显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2 组治疗后
比较，治疗组中医证候积分低于对照组，MMSE 评分、MoCA 评分高于对照组，BBS 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本组治疗前比较，2 组治疗后 IL-6、IL-8、TNF-α 水平明显下降（P＜0.01）；
2 组治疗后比较，治疗组 IL-6、IL-8、TNF-α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2 组安全性指标未见异常，均
未发生明显不良反应。结论 加味地黄饮子联合西医常规疗法治疗非痴呆型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肾虚痰阻证疗
效显著，可明显改善患者临床表现，抑制炎症反应，改善认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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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Modified Dihuang Yinzi Prescription combined with
Western routine medicine therapy for treatment of vascular cognitive impairment no dementia (VCIND) with
kidney-deficiency and phlegm-obstruction syndrome, and the effects 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the level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Methods Totally 80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table number method,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Both groups received Western medicine routine therapy.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nimodipine tablets 30 mg/time, 3 times/d, orally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treatment.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Modified Dihuang Yinzi Prescription on the basis of control treatment, 1 dosage a day,
twice a day, orally. In both groups, 1 month was 1 course of treatment, and 3 consecutive courses were treated.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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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drome scores,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 score,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MoCA) score,
Blessed-Roth behavior scale (BBS) score, detection of interleukin (IL)-6, IL-8,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level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observed. Safety indicators and adverse reactions of both groups were
monito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CM efficacy was 75% (30/40) i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5% (2/40)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 the TCM syndrome scores of the treatment group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treatment, the scores of
MMSE and MoCA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 BBS score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1); after treatments, the TCM syndrome score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scores of MMSE and MoCA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BBS scores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 the
levels of IL-6, IL-8 and TNF-α in the two group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treatment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levels of IL-6, IL-8 and TNF-α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re were no abnormalities in the safety indicators of the two groups, and no adverse reactions occurred.
Conclusion Modified Dihuang Yinzi Prescription combined with Western routine medicine therapy for treatment of
VCIND with kidney-deficiency and phlegm-obstruction syndrome has obvious clinical efficacy,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patient symptoms, inhibit inflammatory response, and improve cognitive function.
Keywords: Modified Dihuang Yinzi Prescription; vascular cognitive impairment no dementia; kidney-deficiency
and phlegm-obstruction syndrome; inflammatory reaction; clinical study

非痴呆型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vascular cognitive

表 1 VCIND 肾虚痰阻证患者一般资料 2 组比较

impairment no dementia ， VCIND ） 是 血 管 性 痴 呆
（vascular dementia，VD）的早期阶段，但其对认知

项目

治疗组（40 例）

对照组（40 例）

性别（例）

功能的损害广泛。该病起病隐袭，大多数患者未得到

男

26

26

及时识别和关注，最终发展为 VD。VCIND 患者为痴

女

14

14

61.03±7.25

61.22±7.44

10.82±3.65

10.75±3.55

脑梗死

35（87.5）

37（82.5）

脑出血

5（12.5）

3（ 7.5）

延缓进展。VCIND 属中医学“呆证”范畴。肾虚髓

高血压

亏、痰浊内阻为 VCIND 常见证型[2]。地黄饮子源自

31（77.5）

32（80.0）

糖尿病

28（70.0）

26（65.0）

《圣济总录》，具有滋肾阴、补肾阳、益精填髓、化

高脂血症

33（82.5）

34（85.0）

呆最佳防控窗口人群，若能得到更多关注，则有机会
延缓其向 VD 进展。炎症反应是 VCIND 的关键环节，
多种炎症因子介导的炎症反应加快向 VD 的转化进
程[1]。减轻炎症反应则可改善 VCIND 患者认知功能，

[3]

痰开窍醒神之功 。众多研究表明，地黄饮子在防治
[4]

血管相关性认知功能障碍方面疗效显著 。本研究在

—

年龄（x±s，岁）
—

受教育年限（x±s，年）
合并疾病[例（%）]

1.2
1.2.1

诊断标准
中医辨证标准

西医常规疗法基础上，采用加味地黄饮子治疗 VCIND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5]

肾虚痰阻证，观察其疗效及对认知功能、炎症因子的

及《血管性痴呆的诊断、辨证及疗效判定标准》[6]制

影响。现报道如下。

定肾虚痰阻证辨证标准。主症：①智能减退；②腰酸

1

资料与方法

腿软；③头重如裹。次症：①倦怠思卧；②纳呆脘胀；

一般资料

③肢体困重；④痰多吐涎；⑤思维迟钝；⑥脑转耳鸣；

选择 2019 年 10 月－2020 年 9 月济宁市中医院脑

⑦神情淡漠。舌脉：舌体胖大或有齿印，苔白腻，脉

病科住院 VCIND 肾虚痰阻证患者 80 例，采用随机数

沉细弱或濡沉弦迟。符合主症①②或①③，且符合次

字表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2 组性别、年龄、

症 4 条及以上者，结合舌脉即可明确辨证。

受教育年限、合并疾病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1.2.2

1.1

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1。本研究经济
宁市中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2019-002-01）。

西医诊断标准
参照《2019 年中国血管性认知障碍诊治指南》[7]

制定西医诊断标准。存在认知损害但未达到痴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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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临床有血管性脑损害证据；认知损害主要由血管

1.6.3

Oct.2021 Vol.28 No.10

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评分
于治疗前后对 2 组进行 MoCA 评分，其对早期轻

性脑损害引起；认知损害的发生和阶梯式进展及波动
与脑血管事件关系密切。

度认知损伤的敏感度显著高于 MMSE[8]。MoCA 评分

1.3

纳入标准

包括视空间与执行功能、抽象思维、记忆力、延迟回

①符合上述西医诊断标准及中医辨证标准；②年

忆、注意力、语言能力、定向力、命名 8 个认知领域，

龄 40～80 岁；③有脑血管病病史；④蒙特利尔认知
[8]

评估量表（MoCA） 评分＜26 分；⑤汉密顿抑郁量
[9]

表（HAMD） 评分＜8 分，除外抑郁症；⑥Hachinski
[10]

缺血量表
1.4

通过 11 个检查项目立体评估患者认知功能。满分 30
分，≥26 分为正常，得分越低表明认知功能损害越严
重。
1.6.4

评分≥7 分；⑦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

Blessed-Roth 行为量表评分
于治疗前后对 2 组进行 Blessed-Roth 行为量表

排除标准
①无受教育背景，书写、阅读困难者；②小学文

（BBS）[13]评分。BBS 可整体评估患者过去 6 个月内

化水平而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 [11] 评分≤20

的生活能力、日常习惯和个性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反

分或中学及以上文化水平而 MMSE 评分≤24 分

映患者认知能力，在评估社会交往能力及独立性方面

[12]

者

；③合并其他影响认知功能的疾病者，如帕金森

作用更为突出。包括生活能力、日常习惯和个性改变

病、癫痫、精神疾病、酒精中毒、多系统萎缩；④合

三大项，21 个小项，总分 27 分，评分越高表明认知

并心、肝、肾功能或其他系统功能不全者；⑤近 3 个

功能下降越明显。

月服用可影响认知功能的药物者；⑥对本研究涉及药

1.6.5

于治疗前后晨起抽取 2 组患者空腹静脉血 4 mL，

物过敏者。
1.5

炎症因子

ELISA 检测白细胞介素（IL）-6、IL-8、肿瘤坏死因

治疗方法
[7]

根据《2019 年中国血管性认知障碍诊治指南》 ，

子-α（TNF-α）水平。严格按照试剂盒（上海臻科生

2 组脑出血患者予调脂、降压等控制危险因素治疗，

物科技有限公司）说明操作。

其他患者予抗血小板聚集、调脂、控制血糖及血压等

1.6.6

安全性指标

西医常规治疗。对照组在西医常规疗法基础上予尼莫

于治疗前后检测患者血、尿、粪常规，心电图，

地平片（30 mg/片，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批号

心肌酶谱，肝、肾功能，凝血功能。记录研究过程中

BJ55741），30 mg/次，3 次/d，口服。治疗组在对照

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

组基础上予加味地黄饮子，药物组成：生地黄 9 g，

1.7

中医疗效标准

熟地黄 9 g，酒萸肉 9 g，麦冬 9 g，五味子 12 g，石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5]

斛 12 g，酒苁蓉 10 g，巴戟天 10 g，黑顺片（先煎）

制定中医疗效标准。临床痊愈：症状、体征消失，或

6 g，桂枝 9 g，石菖蒲 10 g，益智仁 12 g，郁金 12 g，

基本消失，积分减少率≥95%；显效：症状、体征明

茯苓 12 g，制远志 12 g，木香 12 g，天麻 10 g。济宁

显改善，95%＞积分减少率≥70%；有效：症状、体

市中医院中药房提供颗粒剂。每日 1 剂，每日 2 次，

征好转，70%＞积分减少率≥30%；无效：症状、体

口服。2 组均 1 个月为 1 个疗程，连续治疗 3 个疗

征均无明显改善，甚或加重，积分减少率＜30%。积

程。

分减少率（%）＝（治疗前积分－治疗后积分）÷治

1.6
1.6.1

疗前积分×100%。

观察指标

1.8

中医证候评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

[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2.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

—

于治疗前后对 2 组进行中医证候评分。中医主症、次

x±s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采

症、舌脉按无、轻、中、重分别计 0、1、2、3 分。

用卡方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P＜0.05 表示

各项得分之和即为中医证候积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6.2

2

简易精神状态量表评分
[11]

于治疗前后对 2 组进行 MMSE 评分

，包括定

结果

2.1 2 组治疗前后中医证候积分比较

向力、即刻记忆、注意力和计算力、延迟记忆、语言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治疗组治疗后中医证候积分

功能（命名、复述、理解指令）及结构模仿视空间共

明显下降（P＜0.01）；2 组治疗后比较，治疗组中医

6 个方面。总分 30 分，得分越高表明认知功能越好。

证候积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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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组 VCIND 肾虚痰阻证患者治疗前后中医证候积分比较（x±s，分）

3

·119·

讨论
2002 年，研究者提出了 VCIND 概念[14]，国内相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40

15.05±2.32

10.05±2.47**#

关研究正在逐步形成体系，但至今尚未给出完整明确

对照组

40

15.30±2.10

14.93±2.34

定义。Gorelick[15]将 VCIND 视为初始的认知损害，多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1；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表现为认知域功能受损，独自生活能力正常，为了维
持独立生活能力需付出更多努力措施。本病发病初期

2.2 2 组治疗前后认知功能量表评分比较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治疗组治疗后 MMSE 评分、

病情轻微，症状隐匿，主要表现为记忆力、定向力、

MoCA 评分明显提高，BBS 评分明显降低，差异均有

注意力和执行力轻度下降，难以被患者本人和周围人

统计学意义（P＜0.01）；2 组治疗后比较，治疗组

发现。VCIND 是 VD 的预警信号，亦是防控 VD 的最

MMSE 评分、MoCA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BBS 评

佳时期，如未能早期识别和干预，认知能力将不可逆

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

转地下降，最终发展为 VD。炎症反应深度参与了本

见表 3。

病的发生及进展，脑脊液 IL-6 可能是 VD 的生物学标
—

表 3 2 组 VCIND 肾虚痰阻证患者治疗前后认知功能量表评分比较（x±s，分）
MMSE 评分

MoCA 评分

BBS 评分

组别

时间

例数

治疗组

治疗前

40

27.40±0.55

治疗后

40

28.30±0.85**# 25.78±1.25**# 2.39±0.78**#

治疗前

40

27.70±0.82

23.93±1.21

2.91±0.81

治疗后

40

27.75±0.90

24.13±1.40

2.91±0.85

对照组

23.90±1.13

3.28±0.88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1；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2.3 2 组治疗前后炎症因子水平比较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2 组治疗后 IL-6、IL-8、TNF-α
水平明显下降（P＜0.01）；2 组治疗后比较，治疗组
IL-6、IL-8、TNF-α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
见表 4。
—

表 4 2 组 VCIND 肾虚痰阻证患者治疗前后炎症因子水平比较（x±s，ng/L）
IL-6

IL-8

TNF-α

志，可直接诱导炎症级联反应，提高趋化因子表达而
聚集众多炎症因子以产生炎症反应[16]。脑缺血再灌注
损伤后，脑内 TNF-α 表达迅速增加，TNF-α 可调控
N-甲基-D-天门冬氨酸（NMDA）受体表达以降低
NMDA 兴奋性突触后电流，使海马功能下降，记忆力
受损[17]。TNF-α 在脑缺血性损伤中可增加血脑屏障通
透性、促进血管炎症反应、加速细胞凋亡，损伤认知
能力[18]。脑细胞损伤后可触发炎症反应，炎症因子可
诱导产生具有炎症趋化作用的 IL-8，进一步加重炎症
反应，加速神经元凋亡，不断侵蚀损害认知力[19]。因
此，削弱炎症因子导致的“瀑布效应”是延缓甚至逆
转 VCIND 的基础。
《杂病源流犀烛•中风源流》有“中风后，善忘”
，
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有“中风初起，神呆遗尿，

组别

时间

例数

治疗组

治疗前

40

19.34±2.20

治疗后

40

11.42±2.24**# 11.62±2.54**# 22.50±4.14**#

能生精化髓，脑髓渐空；肾精亏虚，无以滋养后天，

治疗前

40

19.45±2.21

19.20±1.85

38.60±2.41

脾胃渐弱，水谷津液化生乏源，精髓无以充养，髓减

治疗后

40

14.55±2.54**

14.35±2.46**

30.02±3.04**

脑消，神失所主；脾肾失调，津液失运，痰浊内生，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1；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清阳不升，脑络痹阻，蒙蔽清窍，败坏脑髓形体，神

对照组

19.19±2.03

38.71±2.66

2.4 2 组中医疗效比较

老人厥中显然”
。VCIND 病位在脑，属本虚标实之证。
肾者，封藏之本，主骨生髓，髓上聚于脑。肾虚则不

机失用，周而复始，终成本病。《医林改错》言“高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75%（30/40）
，对照组为 5%

年无记性者，脑髓渐空”
。《医学心悟》有“肾主智，

（2/40），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

肾虚则智不足”，表明肾精亏虚是本病的基础。
《景岳

表 5。

全书》有“痰迷心窍则遇事多忘”
，
《丹溪心法•健忘》
表 5 2 组 VCIND 肾虚痰阻证患者中医疗效比较（例）

指出“健忘，精神短少者多，亦有痰者”
，
《石室秘录》

组别

例数

临床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载“痰势最盛，呆气最深”
，均阐述了痴呆与痰浊密切

治疗组

40

0

0

30

10

相关。可见，肾虚髓亏为致病之本，痰浊内阻为致病

对照组

40

0

0

2

38

之标。本病顽固胶着，缠绵难愈，故滋肾填髓、化痰

2.5 2 组安全性评价
2 组治疗前后血、尿、粪常规及心电图、心肌酶

祛瘀为阻止本病进一步发展的关键节点；补元气、填
精髓以治其本，化痰浊、祛瘀滞以治其标，标本兼治，

谱、肝肾功能、凝血功能均未见异常，2 组患者未见

肾中精气充足，化髓不竭，痰浊得清，脉络畅通，神

明显不良反应。

机得明，气血清朗，神机灵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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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地黄饮子以熟地黄、生地黄、酒萸肉滋补肾
阴，酒苁蓉、巴戟天温壮肾阳，共为君药；借黑顺片、

Oct.2021 Vol.28 No.10

Cognitive Assessment, MoCA ： a brief screening tool for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J]. J Am Geriatr Soc,2005,53(4)：695-699.

桂枝辛热之性温养下元、摄纳浮阳，麦冬、石斛、五

[9] MAIER W, PHILIPP M, GERKEN A. Dimensions of the Hamilton

味子补肾养肺，金水相生，壮水济火，均为臣药；制

Depression Scale. Factor analysis studies[J]. Eur Arch Psychiatry

远志与石菖蒲、茯苓合用，开窍化痰，交通心肾，是

Neurol Sci,1985,234(6)：417-422.

为佐药。郁金、木香、天麻三者联用活血行气、散郁

[10] PANTONI L, INZITARI D. Hachinski's ischemic score and the

通络，益智仁温阳、暖脾、益智。全方阴阳并补，上

diagnosis of vascular dementia：a review[J]. Ital J Neurol Sci,

下同治，治本治下，共奏益精填髓、化痰开窍之功。

1993,14(7)：539-546.

地黄饮子可通过调节脑组织中的超氧化物歧化酶

[11] FOLSTEIN M F, FOLSTEIN S E, MCHUGH P R. “Mini-mental state”：

（SOD）、过氧化氢酶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水平而

a practical method for grading the cognitive state of patients

减轻氧化应激损伤，从而改善认知功能

[20]

。宋琳

[21]

研究表明，地黄饮子可阻断炎症反应对海马神经元的
伤害，其机制与下调 TNF-α 及 IL-1β 的过度表达、抑
制小胶质细胞增殖有关。熟地黄可通过提高脑组织抗
氧化酶活性，抑制 β-半乳糖酶表达，从而提高学习记
忆能力

[22]

[23]

。程小明等

研究发现，酒萸肉改善认识能

力的机制可能与其提高 SOD 活性、增加乙酰胆碱含
量有关。

for the clinician[J]. J Psychiatr Res,1975,12(3)：189-198.
[12] 张明园,瞿光亚,金华,等.几种痴呆测试工具的比较[J].中华神经精
神科杂志,1991,24(4)：194-196.
[13] BLESSED G, TOMLINSON B E, ROTH M. Blessed-Roth dementia scale
(DS)[J]. Psychopharmacol Bull,1988,24(4)：705-708.
[14] ROCKWOOD K. Vascular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vascular
dementia[J]. J Neurol Sci,2002,203/204：23-27.
[15] GORELICK P B, BOWLER J V. Advances in vascular cognitive

综上所述，加味地黄饮子联合西医常规疗法可减
轻 VCIND 肾虚痰阻证患者临床症状，改善认知功能，

impairment[J]. Stroke,2010,41(2)：e93-e98.
[16] ZULIANI G, GUERRA G, RANZINI M, et al. High interleukin-6 plasma

在一定程度上延缓 VCIND 向 VD 进展，其机制可

levels are associated with functional impairment in older

能与降低 IL-6、IL-8、TNF-α 水平，抑制炎症反应

patients with vascular dementia[J]. Int J Geriatr Psychiatry,

有关。

2007,22(4)：30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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