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7 年第 44 卷第 2 期- 246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利他林治疗对儿童多动症认知功能的影响

唐　敏 1 、 谭　琼 2 、 黄　瑛 1 、 谭从容 1 、 向正可 1

【摘要】目的　观察利他林治疗对儿童多动症认知功能的影响。方法　随机选取 2015 年 1

月～2016 年 6 月于我院就诊多动症患儿 86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n=43）与对照组（n=43），观察组患

儿给予利他林治疗，对照组给予脑电生物反馈治疗，治疗持续 3 个月。对比治疗前后两组患儿的认

知功能。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行为、学习、躯体、多动、焦虑因子评分对比差异不显著，无

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上述因子评分显著低于治疗前，且观察组患儿的上述评

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治疗前，两组患者的数字广度、编码、算数、C 因子对比差异不显著，

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上述因子评分显著高于治疗前，且观察组患者的评分

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利他林治疗对多动症患儿的临床症状与认知功能短期疗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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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Ritalin on cognitive function of children with ADHD 
　　TANG Min，TAN Qiong，HUANG Ying，et al. The Central Hospital of Enshi Autonomous Perfecture，Enshi 
445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Ritalin on cognitive function of ADHD in children.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5 to June 2016，86 cases of children with ADHD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for this research，

then all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n=43）and the control group（n=43）. The ob-

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Ritalin treatment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EEG biofeedback therapy，all treatments 

lasted for 3 months.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two groups of children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learning，behavior，body，hyperactivity，anxiety factor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after treatment，these factor scores abov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P<0.05）and these factor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before treatment，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digit span，encod-

ing，arithmetic，C factor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after treatment，these factor scores abov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P<0.05）and these factor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Ritali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lini-

cal symptom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of children with ADHD in short 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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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多动症又称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在儿童学前

时期高发，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活动量增多、注意

力不集中、参与事件能力差、认知障碍、学习困难，

如不能得到适宜的治疗，严重时会导致患儿出现反

社会人格障碍、癔症、焦虑症等疾病，严重影响患

儿的生活质量与学习能力［1］。因此，本文对利他林

治疗小儿多动症的临床疗效进行观察，以期为临床

治疗提供参考依据，想报告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 2015 年 1 月～2016 年 6 月于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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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诊多动症患儿 86 例，患者均符合国际疾病分类

（1CD-10）中关于小儿多动症的诊断标准，排除肝

肾器官功能障碍、焦虑症、癫痫等疾病，排除存在

其他严重躯体疾病患者。采用数字随机法，将患者

均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组均为 43 例；观察组：

男 23 例，女 20 例，年龄 4～11 岁，平均年龄（8.75
±1.51）岁，病程 6～32 个月，平均病程（26.31±

4.17）月；对照组：男 24 例，女 19 例，年龄 5～11 岁，

平均年龄（8.64±1.54）岁，病程 6～33 个月，平均

病程（27.11±6.37）月。所有患者及家属均充分知情

同意后签署《知情同意书》，本项研究取得医学伦理

机构审核批准。两组患儿在性别、年龄、病程等一

把资料方面对比差异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两组

具有可比性（P>0.05）。

1.2　治疗方法

观察组患儿给予利他林治疗，具体为：利他林

（国药准字 H32023102；规格：10mg*100 片）口服，

5mg/1 次，2 次 /1d，餐前服用，治疗 3 个月；对照

组给予脑电生物反馈治疗，具体为：采用 Autogenic 

A620 型脑电生物反馈系统抑制 4～8Hzθ 波，强化

12～15Hz 感动运动节律波，每周治疗 4 次，治疗

3 个月。治疗过程中如出现不良反应予以及时对症

处理。

1.3　观察指标

采用 Cormer 儿童行为评定量表评价治疗前后的

多动症患儿的行为，包括行为、学习、躯体、多动、

焦虑因子；采用韦氏儿童智力量表（C-WISC）评价

多动症患儿治疗前后的认知功能，本研究采用 C- 因

子，包括数字广度、编码、算数 3 项分测验［2］。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软件 SPSS22.0 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

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

P<0.05 表示差异具统计学上的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的 Cormer 量表评分对比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行为、学习、躯体、多

动、焦虑因子评分对比差异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行为、学习、躯体、

多动、焦虑因子评分显著低于治疗前（P<0.05），且

观察组患儿的行为、学习、躯体、多动、焦虑因子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 1。

2.2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认知功能评分对比

治 疗 前 ， 两 组 患 者 的 数 字 广 度 、 编 码 、 算

数、C 因子的评分对比差异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数字广度、编码、

算数、C 因子评分显著高于治疗前（P<0.05），且观

察组患者的上述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详见表 2。

表1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的Cormer量表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行为因子 学习因子 躯体因子 多动因子 焦虑因子

观察组（43）

对照组（43）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7.69±4.53

2.59±0.62ab

7.61±4.43

4.03±1.95a

8.73±1.85

2.54±0.81ab

8.81±1.76

5.41±1.91a

1.73±1.43

0.63±0.42ab

1.79±1.55

1.18±0.71a

7.88±3.23

2.19±0.69ab

7.73±3.43

3.79±2.04a

2.49±1.72

0.96±0.75ab

2.41±1.77

1.33±1.19a

注：a表示与治疗前对比，P<0.05；b与对照组对比，P<0.05。

表2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认知功能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数字广度 编码 算数 C因子

观察组（43）

对照组（43）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9.81±3.91

11.66±2.43ab

9.83±3.96

10.57±2.24a

8.11±2.17

9.72±1.05ab

8.05±2.21

8.98±1.14a

9.11±2.02

10.79±1.32ab

9.14±2.07

9.74±1.16a

92.79±17.85

102.42±14.11ab

92.75±17.76

97.32±12.87a

注：a表示与治疗前对比，P<0.05；b与对照组对比，P<0.05。

3　讨论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一种常见的儿童行为异常

问题，这类患儿的智能正常或基本正常，但学习、

行为及情绪方面有缺陷，表现为注意力不易集中，

注意短暂，活动过多，情绪易冲动以致影响学习成

绩，在家庭及学校均难与人相处，日常生活中使家

长和老师感到困难［3］。有人把这种失调比喻为一个

交响乐失去协调性及和谐性，国外有研究报告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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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约为 5～10％［4］。国内也认为学龄儿童发病者相

当多，约占全体小学生 1～10％，男孩远较女孩多。

早产儿童患此病较多［5］。

利他林是一种中枢兴奋药，能够直接兴奋延脑

呼吸中枢，作用较温和，可以促使患儿思路敏捷，

解除疲劳，振作精神，适用于治疗儿童多动综合

征［6］；脑电生物反馈治疗常用 α 波和 θ 波作为反馈

信息，用声和光等反馈号指示 α 波的出现，通过自

身调节来改变与学习功能有关的大脑回路（脑干网状

结构 - 丘脑非特异性核团 - 大脑皮层）的脑电波形，

强化对大脑有利的波形，抑制对大脑不利的波形，

从而改变脑功能，改善多动症患儿脑功能失调状况，

可以治疗癫痫发作、抑郁症，以及运动员松弛训练

和集中注意力训练等［7-8］。本研究着重观察利他林治

疗对小儿多动症认知功能的影响，，治疗前两组患者

的行为、学习、躯体、多动、焦虑因子评分对比差

异不显著（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行为、学

习、躯体、多动、焦虑因子评分显著低于治疗前，

且观察组患儿的上述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数字广度、编码、算数、C 因

子对比差异不显著（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上述因子评分显著高于治疗前，且观察组患者显著

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结果表明，与脑电生物

反馈治疗对比，利他林治疗改善 ADHD 患者的临床

症状及认知功能的效果更显著，与李建的治疗效果

一致［9］。曾有研究证明利他林治疗 ADHD 的短期疗

效较为肯定，但远期疗效仍不确定［10］。且应用利他

林治疗多动症仍存在用药剂量需医生严密把控，长

期用药的不良反应及依赖性，对伴有焦虑及冲动性

倾向明显的患儿疗效欠佳等问题［11］。

综上所述，利他林治疗短期内能够显著改善多

动症患儿的临床症状与认知功能，远期疗效需进一

步的研究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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