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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路捷添加治疗对儿童难治性癫痫的近、远期疗效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贾智育 、 张荣艳 、 牟荣芳 、 李　丽

【摘要】目的　探讨神经生长因子（NGF）金路捷添加治疗对儿童难治性癫痫的近、远期疗效及

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收集难治性癫痫患儿 107 例，包括全身性发作、部分性发作和癫痫性痉挛

各 42、4�、17 例。维持原抗癫痫方案不变，添加金路捷 4�00U qd 肌注 4 周。对患儿保持随访 1 年，

采用儿童癫痫生活质量量表（QOLCE）进行评估。结果　治疗开始 � 个月时癫痫治疗显效率 1�.�％，

1 年时显效率为 �2.�％，远期疗效优于近期疗效（χ2=�.��0，P= 0.01�）。金路捷对各种发作类型疗

效无明显差异（P> 0.0�）。治疗 1 年后，患儿癫痫儿童生活质量评分（QOLCE）较治疗前明显升高

（P= 0.027）。结论　金路捷添加治疗对儿童难治性癫痫可能存在一定疗效，远期疗效优于近期疗效，

并且可改善患儿生活质量。    

【关键词】神经生长因子；难治性癫痫；发作频率；生活质量

【中图分类号】 R749.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2952（2017）01-00106-04

Short- and Long-term Effects and Living Quality Changes of Add-on Therapy of Jinlujie in Intracta-
ble Childhood Epilepsy　JIA Zhiyu，ZHANG Rongyan，MU Rongfang，et al.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Heng shui 
Fourth Hospital，Hengshui053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hort- and long-term effects and the changes of living quality of add-on therapy of 

nerve growth factor（NGF）Jinlujie in intractable childhood epilepsy. Methods　107 cases with intractable epilepsy，including 

42 with generalized seizures，48 with partial seizures and 17 with epileptic spasm were treated by intramuscular injection of NGF 

4500U qd for 4 weeks on the basis of primary antiepileptic drugs. The patients were kept following up for 1 year. The living qual-

ity were measured by the Quality of Life Childhood Epilepsy（QOLCE）. 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e of short term was 16.8％ 

at 3 months after beginning of treatment. Follow-up of 1 year was made in 65 cases and the long-term effective rate was 32.3％，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short-term effect（χ2=5.530，P=0.019）. None differences of treating effects were found 

among the three seizure types（P>0.05）. The level of the patients’ QOLCE score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1 year versus that 

before treatment（P=0.027）. Conclusion　Add-on therapy of Jinlujie were possibly effective in treating  intractable childhood 

epilepsy，with better long-term effect than short-term. Meanwhile，it is beneficial for improving the patients’ liv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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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癫痫仍是我国儿童神经系统的常见疾

病之一，流行病学调查提示其在我国儿童中的患

病率为 3 ‰～6 ‰，是严重威胁我国儿童身心健

康的重要疾病之一［1］。在正规抗癫痫药物治疗下，

20％～30％患儿的癫痫仍然存在反复发作，无法得

到有效控制，成为难治性癫痫［2］。在此治疗现状下，

不断探索研发新的、安全的癫痫治疗药物，对治疗

儿童难治性癫痫、改善患儿生活质量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神经生长因子（nerve growth factor，NGF）

作为最早发现的神经营养因子，具有促进神经损伤

恢复的生物学作用，被运用于多种神经系统疾病的

治疗。近年来，NGF 逐渐在癫痫治疗中受到关注［3］。

本研究通过将鼠神经生长因子（mNGF）金路捷应用

于治疗难治性癫痫患儿，探讨 NGF 对患儿的近期和

远期治疗效果，以及其对患儿生活质量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 2011 年 8 月至 2015 年 3 月就诊于我院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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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难治性癫痫患儿共 107 例，其中男 57 例，女 49
例，年龄 4～14 岁，平均年龄 7.05±2.67 岁，病程

3～7 年。参照 2010 年国际抗癫痫联盟修订的癫痫分

类［4］，研究对象的发作类型包括全身性发作 42 例，

部分性发作 48 例，癫痫性痉挛 17 例。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即难治性癫痫的诊断标准：癫痫诊断

明确，符合 2010 年国际抗癫痫联盟［5］诊断标准，并

给予正规抗癫痫治疗，已使用≥ 2 种一线推荐、正确

使用、达到有效血药浓度、可耐受的抗癫痫药物治

疗但癫痫发作仍未能有效控制，发作的最低频率或

缓解期的最长时间不能为患者所接受，且癫痫未控

制时间持续≥ 2 年［6，7］。排除标准：（1）颅内占位性

病变或中枢神经系统进行性病变；（2）存在可治疗的

病因，如感染、电解质紊乱、药物中毒等；（3）肝肾

功能不全；（4）合并其他系统严重疾病者；（5）研究

开始后前 3 个月内未能按要求用药或参加随访者。

1.�　治疗方法  

所有病例在原有抗癫痫药物治疗方案不变前提

下（体重明显改变或药物浓度变化较大者，适当调

整原有药物剂量），添加 NGF 金路捷治疗。应用金路

捷 4500U（含 mNGF 20 ug）加生理盐水 2ml，肌肉注

射，每日 1 次，4 周为一个疗程。

1.4　疗效判断标准  

对患儿保持随访 1 年，以治疗开始后 3 个月内的

疗效观察作为近期疗效，以 1 年内的疗效观察作为

远期疗效。具体临床疗效指标：与基线期发作频率比

较，将随访时间的疗效百分比作为临床疗效指标［8］：

完全控制：无发作；显效：发作减少≥ 50％；无效：发

作减少 ﹤50％。随访发作频率 = 随访时间内发作次

数（n）/ 随访时间（d）×30。疗效百分比（％）=（基

线期发作频率 - 随访发作次数）/ 基线期发作频率 ×

100％。保留率 = 随访时在组人数 /107×100％。

1.�　生活质量评估  

金路捷添加治疗前及开始治疗 1 年后，分别采

用儿童癫痫生活质量量表（Quality of Life Childhood 

Epilepsy，QOLCE）［9］对患儿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估。该

量表共有 76个问题，评估内容涉及身体状况、认知功

能、情绪状况、社会功能、行为问题、自评健康及自

评生活质量等多个方面。每个问题有 6 个选项，由家

长根据患儿近 1 个月的情况，按照 1～5 级进行评分。

若问题对患儿不适用，则选择“不适用”，该项则不参

与量表最终评分。每个选项按照百分制计分，每个分

项得分为各个问题得分的平均值，量表总分为患儿所

有分项的平均值。得分越高，说明生活质量越好。所

有评估工作由专门培训的同一位调查人员完成。

1.�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 13.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

料用率表示，比较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用均数±

标准差（x±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P<0.05 认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金路捷治疗难治性癫痫患儿近、远期疗效   

如表 1 所示，经金路捷添加治疗后，在 1 年的

随访期内，尚未有患儿能实现癫痫完全控制。但在

金路捷治疗开始 3 个月时，已有部分患儿获得一定

的近期疗效，显效率为 16.8％；随访至 1 年时，已

有部分患儿退出研究，在组人数为 65 人，保留率

60.7％。此时，分析远期疗效，显效率为 32.3％。

经对比，金路捷治疗 1 年后的远期疗效较 3 个月时

的近期疗效更显著（χ2=5.530，P=0.019）。
表1　金路捷治疗难治性癫痫患儿疗效观察［例，（％）］

疗效 治疗3个月（近期疗效） 治疗1年（远期疗效）

完全控制 0（0） 0（0）

显效 18（16.8） 21（32.3）

无效 89（83.2） 44（67.7）

合计 107 65

2.2　金路捷添加治疗对不同发作类型癫痫患儿

的疗效对比   

金路捷治疗 3 个月后，金路捷对各种癫痫发

作类型的患儿的疗效并无明显差异（χ2=0 .419，

P=0.835）。治疗 1 年后，经对比，其对不同癫痫发

作类型的疗效仍无显著差异（χ2=0.271，P=0.922）。

表2　金路捷对不同癫痫发作类型的疗效

疗效
治疗3个月（近期疗效） 治疗1年（远期疗效）

全身性发作 部分性发作 癫痫性痉挛 全身性发作 部分性发作 癫痫性痉挛

显效 6 9 3 7 12 2

无效 36 39 14 13 27 4

合计 42 48 17 20 3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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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目前，难治性癫痫仍是儿童疾病中的难题之一。

癫痫的反复发作对患儿的躯体造成一定的损害，同

时导致患儿的日常生活质量明显下降，甚至影响患

儿的正常生理、心理发育和社会活动交往，导致一

系列心理及社会问题，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

作为儿童神经系统疾病，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

儿童难治性癫痫仍将是儿科学界与神经医学界共同

的重点和难点。针对难治性癫痫的治疗方案，学界

也不断地进行探索，除新型抗癫痫药物的使用、调

整抗癫痫药物的种类、用法外，抗癫痫药物以外的

其他癫痫辅助治疗药物、方法也逐渐受到关注［3，10］。

NGF 作为中枢神经系统的营养因子，对神经生

长、发育、修复和凋亡等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可

调节神经元代谢及生存环境，诱导神经纤维定向生

长，刺激胞体和树突发育，促进神经元分化、发育

和轴突生长，对脑的正常发育和功能维持具有保护

作用［11-12］。近年来，NGF 在神经系统疾病治疗中的

应用不断更新发展，已有大量研究发现 NGF 对癫痫

具有积极的治疗作用，但亦有部分研究持相反观点。

本研究结果提示，难治性癫痫患儿经 NGF 金路

捷治疗后，近期和远期都可能存在一定的疗效，部

分患儿癫痫发作得到改善。已有研究发现，NGF 可

通过对神经递质的调节、改善脑细胞离子泵功能等

一系列作用，阻止或减少大脑神经元异常放电，提

高神经细胞再生的有利因素，促进神经元修复，从

而进一步减少神经元异常放电，发挥协助治疗癫痫

的作用。本研究结果还显示，随着时间延长，3 个

月后虽未再继续使用金路捷，但随访 1 年时患儿的

远期疗效仍优于 3 个月时的近期疗效。这与已有多

个认为 NGF 可改善癫痫的研究结果［11-12］具有相似之

处，如徐滨等［11］在使用丙戊酸钠抗癫痫治疗基础上，

观察 NGF 对 40 例癫痫患儿的治疗效果（治疗时间

共 1 个月），随访 6 个月后，通过患儿自身前后对照，

他们发现患儿的癫痫发作频度、发作持续时间较使

用 NGF 前均出现明显好转，并且疗效明显优于未使

用 NGF 的患儿；而作为对照的未使用 NGF 治疗的患

儿，其癫痫发作频度、时间较治疗前并无显著变化。

这提示，NGF 可能对儿童难治性癫痫存在一定治疗

作用，并且可能随着时间的延长疗效发挥愈为明显。

同时，经金路捷治疗后，我们发现随访 1 年时患儿

的生活质量较前有明显的提高，其中身体状况、认

知、社会功能、自评健康等各方面均较前有明显改

善，此种改善可能亦与金路捷的治疗效果相关。

但本研究亦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如随访过

程中，部分患儿由于疗效不佳等多种原因退出研究。

对该部分患儿，若其坚持治疗方案不变至 1 年的随

访期结束，有可能存在治疗无效、生活质量无改善

的情况，可能对研究结果的有效率、生活质量评估

等产生影响。但由于伦理因素，我们仍必须以患儿

的生 命健康以及家长的治疗意愿为首要考虑因素。

因此，全程完整的研究可能需要通过动物实验进一

步证实我们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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