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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剂量托吡酯联合复方氨基丁酸维E治疗小儿癫痫部分发作的疗效及神经
功能保护作用

董秦川 、 马红茹 、 李冬梅 、 韩丽华

【摘要】目的　探讨小剂量托吡酯联合复方氨基丁酸维 E 治疗小儿癫痫部分性发作（PS）的疗效

及其对神经功能的影响。方法　将 120 例 PS 癫痫患儿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n=�0）采用小剂量托

吡酯治疗，观察组（n=�0）在对照组基础上使用复方氨基丁酸维 E，治疗 12 周。比较两组临床疗效、

脑电图以及治疗前后交感神经皮肤反应（SSR）。结果　观察组的总有效率和脑电图缓解率分别为

�5.00％、85.00％，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8�.��％、�1.��％（P< 0.05）；治疗后观察组 SSR 潜伏期较对

照组明显缩短而波幅明显升高（P< 0.05）。结论　小剂量托吡酯联合复方氨基丁酸维 E 治疗 PS 癫痫

患儿可有效控制癫痫发作，改善脑电图并保护神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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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Topiramate combined with Compound Amino Acid and Vitamin E capsules on pediatric 
epilepsy patients with partial seizures and the influences on their neurological function　　DONG Qinchuan，
MA Hongru，LI Dongmei，et al. Baoji Central Hospital，Baoji 721008，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opiramate combined with Compound Amino Acid and Vita-

min E capsules on pediatric epilepsy patients with partial seizures and the influences on their neurological function（PS）. 

Methods　A total of 120 pediatric epilepsy with P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the control group（n=60）
treated with low-dose Topiramate for 12 weeks，the observation group（n=60）treated with Compound Amino Acid and 

Vitamin E capsules on the basis of control group for 12 weeks.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EEG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and the autonomic nerve function was determined by Sympathetic Skin Response（SSR）.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and ECG remission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95.00％ and 85.00％ respectively，signifi-

cantly higher than 83.33％ and 71.67％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After treatment，the latency of SSR in the ob-

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while the amplitude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0.05）. Conclusion　Low-dose Topiramate combined with Compound Amino Acid and Vitamin E capsules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seizures，improve EEG and protect neurological function on pediatric epilepsy patients with PS.

【Key words】 Partial seizures epilepsy；Pediatric epilepsy；Topiramate；Compound Amino Acid and Vitamin E 

capsules；Neurological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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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是因脑部神经元异常放电所致中枢神经系

统功能异常［1］。小儿癫痫多为部分性发作（PS），可

引起神经元功能紊乱，出现记忆障碍等神经认知问

题［2］。托吡酯是临床常用广谱抗癫痫药物（AEDs），

复方氨基丁酸维 E 是一种具有降低组织耗氧、提高

组织耐缺氧力、抑制记忆力减退和改善记忆力等多

重功效的药物，对治疗精神、神经疾病具有良好疗

效［3］。本研究对 PS 癫痫患儿应用小剂量托吡酯配合

复方氨基丁酸维 E 胶囊治疗，观察其疗效及其对自

主神经功能的作用，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5 年 3 月～2017 年 3 月在市中心医院及

中医医院门诊就诊的 PS 癫痫患儿 120 例。纳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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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诊断或既往控制不佳的癫痫部分性发作患儿，

符合国际抗癫痫联盟（ILAE）对癫痫的诊断及分类

标准，经临床表现、电脑图（EEG）检查确诊；（2）

血常规、血生化及头颅 MRI 或 CT 检查正常，EEG

可见癫痫样放电；（3）年龄 2~13 岁，性别不限；（2）
入组前 3 个月内平均每月发作次数≥ 1 次。排除标

准：（1）不符合纳入标准病例；（2）其他发作类型癫

痫；（3）因代谢紊乱及占位性紊乱等可控因素所致

癫痫或抽搐；（4）合并神经系统进行性疾病、变型

性疾病或颅内占位性病变者；（5）合并心、脑、肝、

肾及血液系统等重要脏器系统疾病者；（6）对本研

究用药过敏或绝对禁忌症者。患儿按随机数字表法

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60 例。观察组中男 32
例，女 28 例，年龄 2~12（6.65±1.43）岁；病程 5~21
（14.01±2.34）个月；体重 11~43（21.34±2.01）kg；

36 例新诊断癫痫，24 例原癫痫未控制。对照组中男

35 例，女 25 例，年龄 2~13（6.79±1.52）岁；病程

5~27（14.67±2.52）个月；体重 12~45（22.09±2.23）
kg；38 例新诊断癫痫，22 例原癫痫未控制。两组上

述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新诊断癫痫患儿，直接单用托吡酯片

口服，初始剂量为 0.5 mg/（kg·d），1 次 /d，每周按 0.5 

mg/kg 剂量递增至 2~6mg/（kg·d），2 次 /d；原先未能

控制患儿在维持原 AEDs 治疗方案的基础上，按新诊

断患儿的用药原则加用托吡酯片口服，并于第 2 周

开始将原 AEDs 缓慢撤药，每 2 周减少 1/3 药量直至

单用托吡酯片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复

方氨基丁酸维 E 胶囊口服，2 粒 / 次，3 次 /d。两组

均连续治疗 12 周。

1.�　观察指标

治疗前及治疗 12 周末，统计癫痫发作频次及每

次发作时间；采用交感神经皮肤反应（SSR）测定自

主神经功能，包括潜伏期与波幅。

1.4　疗效标准

（1）临床疗效标准：完全控制：癫痫完全控制无

再发作；显效：癫痫发作频率降低 75％~99％；有效：

癫痫发作频率降低 50％~74％；无效：癫痫发作频率

降低 <50％；（2）EEG 疗效标准：完全控制：EEG 显

示癫痫样放电完全消失；显效：癫痫样放电减少≥

50％；有效：癫痫样放电减少 25％~49％；无效：癫

痫样放电减少 <25％甚至增加。总有效 =（完全控制

+ 显效 + 有效）/ 总例数 ×100％［4］。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9.0 版统计学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经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n，％）表示，

经卡方（χ2）检验，等级资料经秩和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观 察 组 的 抗 癫 痫 总 有 效 率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组

（P<0.05）。见表 1。

表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例数 完全控制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60 41 10 6 3 95.00

对照组 60 29 9 12 10 83.33

Z/χ2 7.879 5.892

P 0.049 0.015

2.2　两组脑电图改善比较

观 察 组 的 脑 电 图 缓 解 率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组

（P<0.05）。见表 2。

表2　两组脑电图改善比较（例）

组别 例数 完全控制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60 29 12 10 9 85.00

对照组 60 16 10 17 17 71.67

Z/χ2 8.214 4.479

P 0.042 0.034

2.�　两组治疗前后癫痫发作情况比较

治疗后两组癫痫发作频率及发作时间均显著降

低，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2.4　两组治疗前后 SSR 测定结果比较

治疗后两组潜伏期均明显缩短，且观察组显著

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两组波幅均显著提高，

且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4。

2.5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治疗期间观察组 3 例轻度睡眠障碍，2 例食欲下

降，2 例多汗，不良反应率为 11.67％（7/60）；对照

组 1 例轻度睡眠障碍，1 例食欲下降，2 例多汗，不

良反应率为 6.67％（4/60）。两组不良反应率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901，P=0.343>0.05）。

3　讨论

大部分儿童癫痫患者经过及时有效的治疗可

以获得治愈或显著改善［1］。托吡酯是一种新型广谱

AEDs，能够通过阻断 L 型高电压依赖 Ca2+ 通道、电

压门控 Na+ 通道及 AMPA/KA 型谷氨酸受体活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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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K+ 通道及γ- 氨基丁酸（GABA）受体通道活

性等而控制癫痫样放电及癫痫发作。目前，托吡

酯单药或添加疗法已成为治疗成人或儿童癫痫部

分性发作的重要药物［5］。新近研究发现，托吡酯还

具有神经元保护作用，用于儿童癫痫的治疗更具

优势［6］。但托吡酯治疗癫痫时所用剂量偏大，多在

5mg/（kg·d）以上，而其疗效与药物血浆浓度并无相

关性，剂量 >400mg/d 时增加剂量并不会增加疗效，

相反不良反应尤其是中枢神经系统不良反应较为突

出，容易影响患儿的认知功能［7］。为保护患儿的认

知功能，减少药物副反应，本研究对部分性癫痫发

作患儿采用小剂量开始，逐步调整至有效剂量 2~6 

mg/（kg·d）。本研究发现：对照组应用小剂量托吡酯

治疗后，83.33％的患儿癫痫控制或缓解，EGG 改善

率为 71.67％，与王媛媛等［8］报道的 88.88％相当。

证实小剂量托吡酯治疗 PS 癫痫患儿是有效的。

癫痫患儿多伴有不同程度的神经功能受损，且

其恢复过程较为漫长，主要是由于小儿的神经系统

尚未发育成熟，癫痫样放电刺激大脑皮层可引起脑

神经功能紊乱［2］。临床研究显示，小儿癫痫由于离

子通道缺陷以及转运机制紊乱，可出现兴奋性突出

功能异常，从而导致神经系统调节功能障碍［9］。复

方氨基丁酸维 E 是由刺五加浸膏、石菖蒲浸膏、何

首乌浸膏、丹参浸膏、三七粉、γ- 氨基丁酸、烟酸、

谷维素、维生素 B1、维生素 E 等制成的复方制剂，

其中，烟酸、维生素 B1、维生素 E 具有神经保护作

用；谷维素具有营养神经作用；γ- 氨基丁酸则可发

挥镇静、催眠、抗惊厥和降低神经细胞元激动等作

用，对抗癫痫具有重要辅助意义［3］。还有研究表明，

复方氨基丁酸维 E 能够增强耐缺氧能力、降低机体

耗氧、改善脑循环障碍性缺氧、抑制记忆力减退等，

从多途径保护神经功能［10］。刘建等［11］研究显示，托

吡酯与复方氨基丁酸维 E 联用治疗小儿癫痫能够通

过下调血清 IL-2、TNF-α、NSE 及 S100β等而保护

神经功能，但其并未直接评估神经功能变化。本研

究测定了患儿的 SSR 变化，结果显示，治疗后两组

的潜伏期均明显缩短，波幅均显著提高，且观察组

的改善幅度显著优于对照组。而潜伏期延长与波幅

缩短是癫痫自主神经功能受损的主要表现。证实复

方氨基丁酸维 E 辅助托吡酯治疗小儿癫痫 PS 能够更

好地保护神经功能。

综上所述，小剂量托吡酯治疗小儿癫痫 PS 安全

可靠，配合复方氨基丁酸维 E 治疗能够更好地控制癫

痫、改善脑电图，并可保护自主神经功能，且不增加

药物副作用。但本研究样本量相对较小，观察时间也

比较短，所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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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治疗前后癫痫发作情况比较（x±s）

组别 例数
发作频率（次/月） 发作时间（min/次）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60 6.41±1.02 1.12±0.23 1.86±0.52 0.78±0.25

对照组 60 6.46±1.13 2.59±1.07 1.89±0.54 1.22±0.36

t 0.254 10.404 0.310 7.776

P 0.800 0.000 0.757 0.000

表4　两组治疗前后SSR测定结果比较（x±s）

组别 例数
潜伏期（s） 波幅（mV）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60 1.92±0.36 1.43±0.22 1.21±0.24 1.45±0.27

对照组 60 1.95±0.39 1.81±0.25 1.20±0.21 1.32±0.25

t 0.438 8.839 0.243 2.736

P 0.662 0.000 0.808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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