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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氮平联合多奈哌齐治疗老年痴呆精神行为障碍的临床疗效分析

周　田 、 熊联慧 、 李春华 、 潘　攀

【摘要】目的　探讨奥氮平联合多奈哌齐治疗改善老年痴呆精神行为障碍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

取 201� 年 1 月 ~2015 年 1 月的老年痴呆伴发精神行为障碍患者 120 例，按就诊奇偶顺序随机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0 例。观察组患者给予奥氮平联合多奈哌齐治疗，对照组给予奥氮平治疗，治

疗时间为 8 周。采用阿尔茨海默病行为病理评定量表（BEHAVE-AD）、韦氏成人智力测试（WAIS）、

临床记忆量表和药物副反应量表（TESS）比较两种药物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 2、4、8 周的 BEHAVE-AD 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P< 0.05），治疗 8 周后，观

察组的总有效率为 �4.25％，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 �2.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韦氏成人

智力测试（WAIS）、临床记忆量表评分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奥氮

平的使用剂量对照组明显高于研究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观察组较对照组不良反应发

生率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奥氮平联合多奈哌齐治疗老年痴呆伴发的精神行为

障碍疗效较单用奥氮平好，且认知功能改善好，不良反应发生率低，治疗安全性高，奥氮平使用剂

量低，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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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Olanzapine joint Donepezil in the treatment of behavioral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of 
dementia　　ZHOU Tian，XIONG Lianhui，LI Chunhua，et al. Luzhou Mental Health Center，Luzhou 646000，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Olanzapine joint Donepezil in the treatment of be-

havioral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of dementia. Methods　120 patients with behavioral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of dementia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60 cases and the control group 60 cases，patients in shudy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Olanzapine joint Donepezil，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Olanzapine . The treat-

ment time was 8 weeks. Before treatment and after 2、4、8 weeks of treatment on patients with the behavioral pathology 

in Alzheimer’s Disease Scale（BEHAVE-AD）、Wechsler adult intelligence scale（WAIS），clinical memory scale

（CMS），treatment emergent symptoms scale（TESS）scale score.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Results　2，4，

8weekks after treatment，BEHAVE-AD scale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

ment，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During 8 weeks treatment，the effective rate in observa-

tion group was 94.25％ and in control group was 92.16％，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efficac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 The efficacy and side effec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efficacy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Wechsler adult intelligence scale（WAIS）and clinical 

memory scale（CMS）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efficacy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The dosage of Olanzapine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Olanzapine joint Donepezil in the treatment for improving cognition of behavioral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of dementia has a better clinical efficacy. It cause less adverse reaction and has better safe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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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痴呆是一种发生在老年期或老年前期的中

枢神经变性疾病，主要有阿尔茨海默病和血管性痴

呆，主要表现为记忆减退和认知障碍，同时伴发行

为改变、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1］。有研究显

示，老年痴呆患者中 60~98％都会出现精神行为症

状［2-3］，这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也会给照

料者带来严重的痛苦。因此，对老年痴呆进行抗精

神病药物的治疗缓解相关的症状就是临床需要解决

的问题。传统抗精神病药物会加重患者的认知损害，

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影响治疗效果。奥氮平是一

种新型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可以改变认知功能，

有效治疗器质性精神障碍［4］，多奈哌齐是新型胆碱

酯酶抑制剂，改善认知功能疗效肯定。目前对改善

老年痴呆精神行为障碍的研究报道较少，本研究采

用奥氮平联合多奈哌齐治疗老年痴呆精神行为障碍

取得满意疗效，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3 年 1 月 ~2015 年 1 月的老年痴呆伴发

精神行为障碍患者 120 例，按就诊奇偶顺序随机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60 例。入组标准（1）所有

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3 版阿尔茨海

默病（AD）、血管性痴呆（VD）或混合性痴呆诊断标

准；（2）伴有幻觉、妄想、情感及行为障碍等精神

病性症状，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24 分；（3）
入组前未进行任何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或停用抗精

神病药物治疗 4 周以上；（4）阿尔茨海默病行为病理

评定量表（BEHAVE-AD）≥ 8 分；（5）研究内容获

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所有患者与家属知情并

自愿加入本次研究。观察组中，男 27 例，女 33 例；

年龄 60~84 岁，平均（66.52±8.25）岁，阿尔茨海

默病 48 例，血管性痴呆 12 例；病程 1~10 年，平均

（3.21±2.61）年。对照组中男 25 例，女 35 例；年龄

60~84 岁，平均（66.52±8.25）岁，阿尔茨海默病 46
例，血管性痴呆 14 例；病程 1~10 年，平均（3.21±

2.61）年。

1.2　方法

两组开展研究均未使用过提高认知功能的药物，

观察组患者给予奥氮平和多奈哌齐联合治疗，奥氮

平起始剂量 2.5mg/d，根据患者病情及不良反应逐渐

增加剂量，剂量范围为 2.5~10mg/d，平均剂量 6.8±

1.7mg/d。多奈哌齐起始剂量为 5mg/d，根据患者病

情及不良反应逐渐增加剂量，剂量范围为 5~20mg/d，

平均剂量为 8.85±2.93mg/d。对照组患者单独给予奥

氮平治疗，奥氮平起始剂量 2.5mg/d，根据患者病情

及不良反应逐渐增加剂量，剂量范围为 2.5~20mg/d，

平均剂量 10.8±3.6mg/d。两组治疗时间均为 8 周。

1.�　测评工具

1）. 采用 BEHAVE-AD 量表观察临床疗效［5］；

2）. 韦氏成人智力测试（WAIS），观察语言智商、操

作智商和总智商［6］；3）. 临床记忆量表，观察指向记

忆、联想学习、图像自由回忆、无意义图形再认、

人像特点回忆、记忆商数［7］；4）. TESS 量表观察不良

反应，分别于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 2、4、8 周进行

评分，比较两组的临床疗效、改善认知功能情况和

不良反应情况，同期比较奥氮平的使用剂量。同时，

给予患者三大常规、肝肾功能、心电图、脑电图等

常规检查。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19.0 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

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和标准差表示（x±s），采

用两独立样本资料的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

描述采用百分数表示。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 BEHAVE-AD 量表评分比较

与治疗前相比较，治疗后 2、4、8 周两组患者

的 BEHAVE-AD 得分均显著降低（P<0.05）；两组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 8 周后，观察组的总有

效率为 94.25％，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 92.16％，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BEHAVE-AD量表评分比较（x±s）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2周 治疗后4周 治疗后8周

观察组 24.60± 5.78 16.77±5.64 9.87 ±4.32 6.22 ±2.23

对照组 24.98 ±6.78 17.99 ±4.65 8.92± 3.88 7.21 ±3.54

注：P>0.05

2.2　两组奥氮平使用剂量比较

表2　两组奥氮平使用剂量比较（mg/d）（x±s）

组别 治疗后2周 治疗后4周 治疗后8周

观察组 5.73 ±2.78 3.87 ±2.92 2.58 ±2.03

对照组 10.90±4.32① 8.65 ±3.96① 7.55 ±3.65①

注：与对照组比较，①P<0.01

治疗第 2 周开始观察组较对照组奥氮平使用剂

量明显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认知功能比较

韦氏成人智力测试（WAIS），临床记忆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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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观察组嗜睡、乏力、体重增加明显低于对照组。
表4　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项目 研究组n=60 对照组n=60

体重增加 5 17①

便秘 8 9

嗜睡 7 18①

口干 8 6

乏力 8 16①

注：与对照组比较，① P<0.05

3　讨论

随着我国社会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加剧，老年痴

呆患者逐渐增加。老年痴呆是老年患者常见的疾病，

包括阿尔茨海默病、血管性痴呆和混合型痴呆等多

种类型。疾病伴发精神行为障碍会使患者死亡风险

增大［8］。老年痴呆发病机制还未完全明确，有研究

认为，老年痴呆主要是淀粉样蛋白沉积以及神经元

纤维缠结导致神经元数目减少，尤其是记忆性神经

元，而且患者大脑内的神经递质乙酰胆碱含量下降，

导致疾病的发生。中枢胆碱能系统与学习记忆密切

相关，老年患者脑组织中乙酰胆碱含量下降，胆碱

能系统功能减退，从而出现躁动、妄想、记忆减退

等精神行为障碍。患者出现精神行为障碍可严重影

响自身和家属的生活质量。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采

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治疗老年性痴呆患者出现的

精神行为症状，并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9-10］。

多奈哌齐作为第二代胆碱酯酶抑制剂，主要通

过减缓乙酰胆碱水解，使突触间歇乙酰胆碱水平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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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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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11］。奥氮平作为一种

安全、有效的第 2 代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主要通

过选择性作用于 DA 能通路，主要通过对 D2、D3、

D4 受体及 5-HT2、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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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患者的情

绪低落、焦虑激越、坐立不安及冲动行为等精神行

为症状，同时改善学习、记忆功能的作用［12-15］。

本研究探讨奥氮平联合多奈哌齐治疗改善老年

痴呆精神行为障碍，两组患者治疗后 2、4、8 周的

BEHAVE-AD 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治疗 8 周后，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观察组较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低；认知功能方面观察组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奥氮平使用剂量对照组明显高于研究

组。考虑多奈哌齐能特异性地抑制脑内乙酰胆碱酯

酶活性，减少乙酰胆碱降解，提高中枢神经系统内

胆碱能神经元水平，从而提高神经传导功能和记忆

功能，达到改善患者认知功能及临床症状的目的；本

研究显示奥氮平联合多奈哌齐后减少了奥氮平的使

用剂量，可能与多奈哌齐与奥氮平联用有协同作用

或增效作用有关。

综上所述，奥氮平联合多奈哌齐治疗老年痴呆

精神行为障碍疗效较单用奥氮平认知功能改善好，

表3　韦氏成人智力测试（WAIS），临床记忆量表（x±s）

项目
（观察组）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WAIS

　语言智商 83.34 ±13.56 91.56 ±16.27 84.11 ±12.65 77.87 ±11.55 

　操作智商 76.56 ±15.68 80.65 ±12.78② 77.51 ±13.74 68.22 ±12.89

　总智商 82.56 ±12.55 90.57 ±13.69 ①② 83.67 ±15.66 71.64 ±12.11 ①

临床记忆量表

　指向记忆 9.63 ±9.67 12.5 ±8.43 ①② 9.50 ±8.60 8.59 ±7.44

　联想学习 11.56 ±11.56 14.67 ±6.98①② 12.99 ±10.33 8.67 ±6.85 ①

　图像自由记忆 12.56 ±12.22 17.77 ±6.90 ①② 13.26 ±12.63 11.73 ±6.53

　无意义图形再认 15.78 ±8.91 18.89 ±4.33② 16.98 ±10.90 12.89 ±4.74①

　人像特点回忆 13.67 ±9.65 15.65 ±8.45 15.97 ±10.60 13.65 ±4.99

　记忆商数 79.89 ±12.67 90.43 ±7.98①② 83.53 ±10.63 70.03 ±10.08①

注：组内治疗前后比较，①P<0.05 ②与对照组比较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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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应发生率低，治疗安全性高，奥氮平使用剂

量低，值得临床推广。由于 AD 和 VD 患者在疾病形

成机制的不同，本研究不足之处是没有区分 AD 和

VD 患者，而奥氮平和多奈哌齐是否有协同作用，还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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