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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西平联用盐酸哌甲酯控释片治疗小儿癫痫合并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疗
效观察

赵秀莲 、 王汉艳 、 冉苗苗 、 孙亚荣

【摘要】目的　探讨卡马西平联合盐酸哌甲酯控释片治疗小儿良性癫痫（benign epilepsy with 

centro-temporal spikes. BECTS）伴中央颞区棘波合并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择 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于本院精神内科治疗且确诊

BECTS 伴 ADHD 的患儿 80 例作为研究对象，首先采用卡马西平单药治疗，若 6 个月内复查脑电图

稳定，联用盐酸哌甲酯控释片进行继续治疗。观察盐酸哌甲酯控释片治疗前后患儿注意力和行为改

善情况、癫痫发作情况、不良反应和治疗效果。结果　卡马西平治疗 3 个月后有效的 56 例患儿联

合盐酸哌甲酯治疗 6 个月治疗后，ADHD 治疗总有效率为 92.73％（51/55），且与联合治疗前相比，

Conner 儿童行为的问卷评分显著降低。1 例（1.82％）患儿在治疗 2 个月后癫痫发作频率和 EEG 异常

放电频率增加，停药后即未发作，停药 4 周后再服药，未再出现癫痫发作增加现象。结论　卡马西

平联用盐酸哌甲酯控释片能够有效的控制 BECTS 伴 ADHD 患儿的临床症状，明显改善患儿的注意力

及其社会功能，且具有一定的临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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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carbamazepine combined with methylphenidate hydrochloride controlled-release tablets in 
children with benign epilepsy with centrotemporal spikes combined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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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carbamazepine combined with methylphenidate hydrochloride 

controlled-release tablets in children with benign epilepsy with centrotemporal spikes combined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Method　A total of 80 children with benign epilepsy with centrotemporal spikes （BECTS）combined with attention def-

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1 to January 2016 were selected. All children were given car-

bamazepine for anti-epileptic treatment. If the results of electroencephalogram （EEG）were stability for the 6 month observation，

the children were given carbamazepine combined with hydrochloride controlled release tablets . The improvement of attention and 

behavior of children，the situation of seizure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adverse reaction and treatment effect were compared. 
Result　The total of 56 cases who showed obvious improvement after treated with carbamazepine for 3 months continued to be 

treated with carbamazepine combined with methylphenidate hydrochloride controlled-release tablets  After 6 months of treatment，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ADHD was 92.73％ （51/55）. The Conner child behavior questionnaire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after treatment.After 2 months of treatment the epilepsy seizure frequency and abnormal discharge of EEG of 1 case （1.82％）

increased ，and the attacks were under control after withdrawal of drug，. The epilepsy seizure frequency does not increase tak-

ing drug agin after drug  withdrawal for 4 weeks .Conclusion　Carbamazepine combined with methylphenidate hydrochloride 

controlled releasing tablets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children with BECTS and ADHD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attention of children and social function，which has certain clinical safe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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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ign infantile epilepsy；Hyperactive syndrome

小儿良性癫痫伴中央颞区棘波（BECTS）是一类

儿童良性局灶性癫痫最常见的类型，该类疾病在学

龄儿童癫痫中大约占 15％至 25％，一般于 2～14 岁

之间发病，以 9 岁左右发病者最多。 在国际癫痫和

癫痫综合征分类中，又将其归结为原发性部分性的

癫痫综合症。该疾病的临床发作与小儿的睡眠有紧

密的关系，易于发生于睡眠期特别是夜间睡眠中。

其基本类型是部分性发作，而患儿的发作间期的脑

电图均可发现一侧或是双侧出现中央颞区的尖波或

是棘波［1］。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症多发于儿童期，主

要表现为注意障碍、易激惹、好冲动、坐立不安。

BECTS 合并 ADHD 的患儿更易导致学习困难。卡

马西平可以有效的控制部分性的癫痫发作，而哌甲

酯速释剂是临床常用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治疗药

物［3-4］。且近年来盐酸哌甲酯控释片开始应用于临

床，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具有良好的疗效。本

研究旨在研究卡马西平联合盐酸哌甲酯的控释片治

疗 BECTS 伴 ADHD 患儿的临床疗效，现将研究结果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本院精神科确诊

的 BECTS 伴 ADHD 的患儿 80 例，其中男性儿童 41
例，女性儿童 39 例，年龄均在 6～12 岁之间。

1.2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诊断均符合国际抗癫痫联盟在

2001 年所提出的 BECTS 的诊断标准［5］，同时符合美

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 - Ⅳ）第 4 版中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诊断标准［6］；②患儿的头颅 CT

或其 MRI 的检查均未见异常；③患儿年龄大于 6 岁，

其中国韦氏的儿童智力量表测试的全量表分（FSIQ）

大于 80 分；④均未服用过任何的抗癫痫药物。排除

标准：①较严重的全身的器质性的疾病或是脑部疾病

者；②所有的 BECTS 患儿均没有神经系统疾病和严

重精神障碍；③头颅 CT 或 MRI 检查异常者；④不配

合治疗者。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审核通过，所有

患儿及家属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3　方法 

所有患儿均首先采用卡马西平（批准文号：国药

准字 H11020449，规格：0.1g，生产厂家：北京紫竹

药业有限公司）单药进行抗癫痫的治疗，起始剂量

为 0.1g/ 次，口服，每日 2 次，从第二周起，每周增

加 0.1g/ 次，直到疗效良好稳定为止，用药剂量需要

维持 0.4～0.8g/d。每月进行脑电图（EEG）检查，若

6 个月内 EGG 稳定则进入下一步治疗。治疗稳定的

患儿继续联用盐酸哌甲酯控释片（批准文号：国药

准字 J20120028，18mg/ 片，生产厂家：西安杨森制

药有限公司），具体用法：起始剂量为 18mg/ 次，每

日 1 次，早饭前口服。根据临床治疗效果，从第二

周起，每周增加 18 mg/ 次，且用药剂量需要维持在

18～54mg/d。在治疗期间，患儿需要每 3 个月复检

一次 EGG。如果发生抽搐情况，应立即停止用药，

如果没有抽搐情况则可继续用药，患儿治疗时间不

得少于半年。

1.4　观察指标 

治疗后采用 Conner 儿童行为问卷来评价患儿的

注意力及行为的改善情况，使用视听连续整合测试

（IVA-CPT）记录患儿的综合反应控制商数（FRCQ）

和综合注意力商数（FAQ），并对各项的商数进行评

定。同时记录癫痫的发作次数、类型和其他不良反应。

1.5　疗效判断 

① BECTs 的疗效判断：显效：癫痫的发作基本得

到控制，发作的频率减少大于 75％且 EEG 和发作的

症状明显得到改善；有效：发作的频率减少在 51％

至 75％之间，且 EEG 和发作的症状均得到部分改

善；无效：发作的频率减少的幅度小于等于 50％，且

EEG 和发作的症状基本上没有改善；② ADHD 疗效

评价［8］：显效：主要的临床症状均消失，社会功能和

适应的能力均基本恢复，学习成绩有显著提高，多

动指数的改善率高于 50％；有效：主要的临床症状均

得到明显改善，学习成绩有所改善但不太稳定，多

动指数的改善率在 30％至 50％间；无效：主要的临

床症状均无改善或有加重迹象，学习成绩没有改善，

多动指数的改善率低于 30％。总有效率 = 显效 + 有

效；③ Conner 儿童行为的评定量表［9］ 使用儿童青少

年的心理测评的软件，选择 48 项父母的修订问卷，

主要包括学习问题、品行问题、冲动 - 多动、心身

障碍问题、多动指数和焦虑六个因子的得分，分别

在卡马西平联合盐酸哌甲酯治疗前及治疗后随访时

进行判定。

1.6　统计学分析 

数据均采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患儿

卡马西平联合盐酸哌甲酯治疗前后 Conner 儿童行为

问卷评分采用配对 t 检验，以（x±s）表示；计数资

料采用 χ2 检验或秩和检验，以百分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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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临床疗效比较

患儿经卡马西平治疗 3 个月后，BECTS 的疗

效：显效 36 例（45.00％）、有效 20 例（25.00％）、无

效 24 例（30.00％），总有效率为 70.00％（56/80）；

ADHD 疗效：经卡马西平治疗有效的 56 例患儿继

续接受卡马西平联合盐酸哌甲酯治疗，1 例患儿因

痫样发作的频率增加停止治疗，其余 55 例患儿均

完成了至少 6 个月的治疗，在治疗 6 个月后，显效

33 例（60.00％）、有效 18 例（32.73％）、无效 4 例

（7.27％），总有效率为 92.73％。

2.2　Conner 儿童行为问卷评分

与治疗前相比，卡马西平联合盐酸哌甲酯治疗

后的患儿各项评分均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表1　Conner儿童行为问卷评分（x±s，分）

项目
治疗前

（n=55）
治疗6个月后

（n=55） t 值 P 值

品行 1.5±0.2 0.6±0.1 29.850 <0.01 

学习 1.9±1.0 0.5±0.2 10.181 <0.01
身心 1.3±0.8 0.3±0.1 8.993 <0.01 

冲动/多动 2.0±0.4 0.8±0.2 19.900 <0.01
焦虑 1.1±0.3 0.4±0.2 14.398 <0.01 

多动指数 1.8±0.4 0.7±0.1 19.786 <0.01
2.3　EEG 结果

55 例 联 合 用 药 的 患 儿 中 54 例 患 儿 在 治 疗 6
个月期间未发现明显增加的异常放电现象，1 例

（1.82％）患儿在治疗 2 个月后较联合治疗前异常放

电现象增加。

2.4　不良反应

55 例患儿中有 1 例（1.82％）患儿在治疗 2 个月

后较联合治疗前癫痫发作频率增加，停药后即未发

作，停药 4 周后再服药，至治疗 6 个月后未再发现

癫痫发作频率增加的迹象。

3　讨论

BECTS 又称之为良性的外侧裂性的癫痫，为一

种和睡眠有密切关系的癫痫疾病，有着特殊临床症

状。BECTS 的发作特点为：①影像学检查正常；②

神经系统检查正常；③脑电图检查正常；④发作的

类型是局灶性发作；⑤和睡眠联系密切。ADHD 又

称之为儿童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为较为常见的一

种行为障碍性的综合征，症状主要是参与事件的

能力差、有攻击性的行为、学习困难、任性、冲

动、情绪不稳定、注意力涣散、多动等。相关研究

表明［10］，患儿睡眠期的痫样放电能够引发短暂性的

认知功能损害，可能导致 BECTS 患儿的注意力和

行为的异常，这间接的解释了为什么高于 25％的

BECTS 的患病儿童大多存在着注意力缺陷和多动的

症状，即共患有 ADHD。在治疗 BECTS 伴有 ADHD

的儿童患者中，大多数的研究学者认为，控制癫痫

的同时要尽早干预 ADHD［11］，以防止其发展为青少

年型 ADHD，或抑郁、焦虑等精神疾病，减少其对

患儿社会功能的危害。抗癫痫药物是目前为止治疗

癫痫的首要方法，卡马西平是亚氨基二苯乙烯的衍

生物，可以使细胞膜的电位增强，防止脑细胞的异

常电位往周围的组织扩散。卡马西平的单药使用即

可对 BECTS 有良好的疗效，本研究在连续用药半

年后的患者的总体有效率为 87.5％，这与相关的文

献报道是基本一致的［12］。盐酸哌甲酯为治疗儿童

性精神疾病的最常用药物，其控释片是一类中枢神

经的兴奋剂，是治疗 ADHD 一线的药物。本研究发

现，卡马西平联合盐酸哌甲酯的控释片治疗后，能

够有效改善患儿癫痫发作情况，降低 Conner 儿童行

为的问卷评分，改善 BECTS 伴 ADHD 患儿的临床

表现，而近期的循证医学分析也充分的证明了这一

点［13］。另外本研究中，有 1 例患儿在联合使用盐酸

哌甲酯控释片治疗过程中癫痫的发作次数增加；有 1
例患儿在联合治疗 2 月后频率增加，停药后并未发

作，四周后再次口服至停止观察时未再发作。而经

密切关注这患儿脑电图后，发现在联合使用盐酸哌

甲酯的控释片的期间有 98.12％的患儿未出现明显

增加的异常放电现象，说明盐酸哌甲酯的控释片并

没有诱发 BECTS 发作及睡眠期的痫样放电的危险。

Gonzalez 等［10］研究认为应用哌甲酯治疗癫痫控制较

好的 BECTS 伴 ADHD 患儿是有效的，在其研究所

纳入的 36 例患儿中仅有 1 例哌甲酯治疗期间增加了

痫样发作的频率。而 Baptista-Neto 等［11］对近 30 年

应用中枢神经兴奋药物治疗的研究报道进行了荟萃

分析后指出，对于癫痫控制良好但有明显的注意缺

陷、多动的患儿，应用盐酸哌甲酯治疗权衡利弊是

必要的。出现上述临床现象也许跟患儿对卡马西平

反应性的不同或是基因的多态性相关［12］。所以，卡

马西平和盐酸哌甲酯的控释片联合用药治疗 BECTS

伴 ADHD 的患病儿童，在其治疗期间并无癫痫发作

次数明显增加的风险，说明在常规剂量的范围内使

用盐酸哌甲酯的控释片是具有一定的临床安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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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在正常剂量范围内，卡马西平联合

盐酸哌甲酯控释片能够有效的控制 BECTS 伴 ADHD

患儿的临床症状，明显改善患儿的注意力和其社会

功能，且具有一定的临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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