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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多奈哌齐联合奥氮平治疗老年痴呆精神行为症状的疗效。 方法 

100 例伴精神行为症状的痴呆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治疗前后痴呆病理行为

评定量表（BEHAVE-AD）评分、简易智力状态检查（MMSE）评分、日常生活能力量表

（ADL）评分等。 结果治疗组在改善 BEHAVE-AD 量表评分方面优于对照组（P＜0.05）；两

组 MMSE、ADL 评分差异无统计意义（P > 0.05）。结论 奥氮平联合多奈哌齐治疗老年痴呆

精神行为症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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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and safety study of Olanzapine joint Donepezil in the treatment of behavior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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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Olanzapine or Quetiapine 

joint Donepezil in the treatment of Alzheimer's behavioral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behavioral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of dementia patient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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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BEHAVE-AD scale, MMSE and 

ADL scores were evaluated before treatment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wo sets of BEHAVE-

AD scale scor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t (P <0.05). Two sets of MMSE, ADL scores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t (P >0.05). Conclusion Olanzapine joint Donepezil is 

efficacy in the treatment of Alzheimer's behavioral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英文应做相

应更改）

【Key words】 Olanzapine; Donepezil; Behavioral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of dementia

国外报道盐酸多奈哌齐已是目前使用治疗老年痴呆的一线药物[1]，奥氮平作为在治疗

精神行为障碍中具有的独特作用受到关注[2,3]。本研究探讨盐酸多奈哌齐合并奥氮平在治

疗不同类型的老年痴呆精神行为障碍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1 年 3 月到 2014 年 3 月期间在我院精神科治疗的老年患者 100 例作为研究对

象。男性患者 47 例，女性患者 53 例，平均年龄为（72.8±7.8）岁。所有患者采用随机数

字表法分为单用多奈哌齐对照组和多奈哌齐联合奥氮平治疗组，每组各 50 例。两组患者在

年龄、性别、痴呆分类等方面无明显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多奈哌齐组所有患者于入组后予以多奈哌齐 10 mg/天。多奈哌齐合并奥氮平组所有患

者于入组后在予以多奈哌齐 10 mg/天的基础上加用奥氮平 10 mg/天。所有患者疗程均为

8 周。

1.3 观察指标

分别在治疗前和治疗后 4 周、6 周和 8 周末进行痴呆病理行为评定量表（BEHAVE-

AD），简易智力状态检查（MMSE），不良反应量表（TESS），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

评定。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5.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结果用(x±s)表示, 多组的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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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各组间的两两比较；组内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分析。当 P ＜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疗效比较

经过 6 周和 8 周治疗，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后的 BEHAVE-AD 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 BEHAVE-AD 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4 周 治疗后 6 周 治疗后 8 周

治疗组 50 16.3±5.7 12.1±5.3 9.2±4.8ab 6.9±3.9ab

对照组 50 16.4±5.9 13.4±5.5 11.9±5.1a 9.4±4.6a

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aP＜0.05；与对照组同期比较 ，bP＜0.05。

2.2 两组患者的认知功能比较

经过 8 周治疗，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后的 MMSE 评分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

果见表 2。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 MMSE 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4 周 治疗后 6 周 治疗后 8 周

治疗组 50 16.5±7.9 17.8±8.1 19.9±8.1 22.2±8.6a

对照组 50 16.9±7.8 18.3±7.9 19.8±7.5 21.4±7.9a

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aP＜0.05。

2.3 两组患者的生活功能比较

经过 8 周治疗，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后的 ADL 评分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

见表 3。

表 3 两组治疗前后 ADL 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4 周 治疗后 6 周 治疗后 8 周

治疗组 50 44.2±8.4 43.6±7.8 41.4±7.7 40.3±8.4a

对照组 50 44.3±8.9 43.3±7.9 41.8±7.5 40.6±8.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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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aP＜0.05。

3. 讨论

BPSD 在多种痴呆类型中都会出现，绝大多数患者伴随精神症状，进而导致社会活动

能力下降，不仅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且导致痴呆患者残疾程度加重，是老年痴呆患者住

院或入住疗养院的主要因素[4]。本病随着年龄增加发病率越高，呈进行性发展，多表现为

认知能力下降，执行能力下降，日常生活能力下降，直至无法自理[5]。因该病的表现形式

多样而导致定性困难，目前主要治疗方式包括药物性和非药物性，在药物选择上也根据作

用机制不同而各不相同，主要包括钙拮抗剂、激素类药剂、非甾体抗炎药以及促进胆碱能

神经传递药物[6]。

多奈哌齐作为第二代胆碱酯酶抑制剂，主要是通过减缓乙酰胆碱水解，使突触间隙乙

酰胆碱水平维持正常含量，达到提高记忆脑区的神经传导功能、记忆功能的作用[7]。老年

痴呆中 AD 发病率占首位，但是仍有不少 VD 及混合患者。经典抗精神病药治疗 BPSD 的应

用效果受到一定影响，故临床中尝试新型非经典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应用。奥氮平作为一

种安全、有效第 2 代非典型抗精神病药，主要是通过选择性作用于 DA 能通路，起到改善

大脑学习、记忆功能的作用[8]。目前已在精神分裂症、儿童精神障碍、老年痴呆精神行为

障碍等疾病中使用，临床研究已经证实其效果。

本研究对盐酸多奈哌齐治疗的基础上是否合并了奥氮平的治疗效果进行分析，认为加

用了奥氮平的治疗组患者在经过 4 周治疗后首先出现明显治疗效果，且 AD 患者疗效明显

优于 VD 患者，治疗组患者疗效一直优于单独使用盐酸多奈哌齐治疗的对照组患者。对患

者认知功能和生活功能的分析同样显示 8 周治疗后两组患者均得到明显改善，但两组认知

功能和生活功能差异不明显，无统计意义。两组患者均出现不同程度副作用，但两组副作

用发生率差异不明显。作者综合认为单用盐酸多奈哌齐或者盐酸多奈哌齐合并奥氮平治疗

BPSD 均有效且安全，心电图也提示随着时间的延长，两组患者 QTc 指标有不同程度的延长，

QTc 延长可有发生心源性猝死的可能，但本研究却认为两组患者 QTc 的延长仍处在合理范

围。盐酸多奈哌齐合并奥氮平治疗老年痴呆患者的行为和精神症状更有效。张玉琦[9]等认

为奥氮平联合多奈哌齐治疗老年痴呆精神行为症状安全有效，且认为在针对老年痴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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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SD 治疗过程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认知功能的改善进而促进

BPSD 的改善。其可能的机制是奥氮平起效更快，通过对 D2、D3、D4 受体及 5-HT2、α2 受

体的拮抗作用，可以选择性增加脑相关区域的乙酰胆碱浓度，而且根据神经递质学说控制

患者情绪低落、焦虑、激越、坐立不安及冲动行为等精神行为症状，以达到进一步改善抑

郁、稳定心境的作用。多奈哌齐由于其通过抑制脑内乙酰胆碱酯酶的水解起作用，故对

VD 存在胆碱能缺陷的患者，其治疗效果不佳，认为其更适合应用于 AD 患者治疗[10-12]。

综上所述，盐酸多奈哌齐合并奥氮平对老年痴呆患者治疗是有效和安全的，盐酸多奈

哌齐合并奥氮平联合治疗效果优于单用盐酸多奈哌齐治疗效果，但是 AD 患者和 VD 患者在

疾病形成机制的不同，使得单纯提高 VD 患者乙酰胆碱的水平，其疗效低于 AD 患者。而奥

氮平与盐酸多奈哌齐是否具有确切的协同作用，仍需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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