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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戊酸钠联合利培酮治疗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的疗效观察

白金娟 1 、 田　龙 1 、 张红利 2 、 崔　凌 1

【摘要】目的　探讨丙戊酸钠联合利培酮治疗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的有效性与安全性。方法　将医

院 2014 年 1 月 ~2016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 16� 例癫痫性精神障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简单随机的

方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使用丙戊酸钠联合安慰剂治疗，观察组使用丙戊酸钠联合利培酮

治疗。比较两组患者 PANSS 评分、认知功能、不良反应等，并对临床疗效进行评价。结果　治疗后，

观察组阳性量表、阴性量表、精神病理和总分均有明显的下降，且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观察

组治疗总有效率 90.4�％明显高于对照组 ��.��％（P< 0.0�）；治疗前后，两组患者 MMSE 评分组间比

较均无差异（P> 0.0�），且治疗后与治疗前相较无显著差异（P> 0.0�）；治疗后，观察组 TESS 评分为

（�.�4±2.�1），对照组 TESS 评分为（�.12±2.64）（P> 0.0�）。结论　丙戊酸钠联合利培酮治疗癫痫性

精神障碍疗效显著，对患者认知功能影响小，副作用轻，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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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valproate combined with risperidone in the treatment of epileptic mental disorders 
　　BAI Jinjuan，TIAN Long，ZHANG Hongli，et al. Internal Medicine-Neurology，Zhengzhou people's Hospital，
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sodium valproate combined with risperidone in 

the treatment of epileptic mental disorders. Methods　168 patients with epileptic mental disorder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4 to December 2016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valproate，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valproate plus risperidone.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positive scale，negative scale，psychopathology and total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decreased sig-

nificantly，and obvious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in the ob-

servation group was 90.48％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77.38％）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score of TES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8.34+2.71），and the score of TESS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8.12+2.64）
（P>0.05）. Conclusion　Valproate combined with risperidone are effective in the treatment of epileptic mental disor-

ders，with mild side effects and less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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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是一种反复发作的慢性脑功能障碍疾病，

在神经内科中较为常见。癫痫的反复发作会对大脑

其他功能造成影响，对患者躯体、心理、认知、社

会功能等均会造成不良后果［1］，研究证实癫痫患者

容易出现多种类型的情感障碍、精神障碍、行为障

碍等［2］。患者因癫痫长期发作而出现的精神障碍，

临床上称为癫痫性精神障碍。目前关于癫痫性精神

障碍临床治疗的研究并不多见。抗精神病药物（包

括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和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是临

床治疗的首选。本研究对丙戊酸钠联合利培酮治疗

癫痫性精神障碍的临床疗效、安全性以及对认知功

能的影响展开重点探讨，取得了良好的结果，现报

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医院 2014 年 1 月 ~2016 年 12 月期间的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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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纳入研究范围，选择其中 168 例作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1）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

准》［3］中癫痫性精神障碍相关诊断标准，（2）经脑电

波检查、神经内科与精神科医师确诊，并且癫痫的

诊断于精神障碍诊断之前；（3）近一周内未发生癫

痫，近两周内未有抗癫痫或抗精神类药物服用史；

（4）年龄≥ 18 岁。排除标准：（1）合并其他严重躯

体疾病或脑器质性疾病；（2）合并恶性肿瘤、血液

系统或内分泌系统疾病；（3）妊娠期、哺乳期妇女；

（4）其他精神疾病或药物过敏史、依赖史；（5）严

重狂躁、暴力行为或有自杀倾向。采用简单随机法

进行分组，按照入院先后顺序对患者进行编号，将

奇数编号与偶数编号纳入不同的组别，分为观察组

与对照组，每组 84 例。为保证实验的有效性，采用

双盲法，患者和医生均对哪个组别为观察组或对照

组不知情。本次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准

予实施。所有患者或法定监护人知情同意并签署知

情同意书。比较两组患者基本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观察组给予丙戍酸钠联合利培酮口服治疗。丙

戊酸钠片（国药准字 H43020874），起始剂量 0.4g/d，

根据患者病情变化和对药物的耐受程度逐渐加量，1
周后基本达到 0.8~1.2g/d。利培酮口崩片（国药准字

H20070319）起始剂量 1mg/d，根据患者病情变化和

对药物的耐受程度逐渐加量，2 周后达到 4~6mg/d。

对照组给予丙戍酸钠联合安慰剂口服治疗。丙戊酸

钠用药同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口服模拟片，该模拟

片符合安慰剂的制备要求，外观与试验药利培酮完

全一致。所有患者均接受 8 周的治疗，治疗期间内

不使用其他抗精神类、抗癫痫类、抗抑郁类等药物。

患者用药期间出现的症状可根据实际情况使用维生

素、盐酸普萘洛尔和盐酸苯海索等进行对症治疗。

1.�　观察指标

（1）症状改善：在治疗前与治疗后 8 周对患者

进行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4］（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ANSS）评定，该量表包括阳性症

状量表分、阴性症状量表分、一般精神病理量表分

及 PANSS 量表总分，得分越低，精神状况越好。根

据 PANSS 评分改善情况评价临床治疗效果：减分率

超过 75％为痊愈，超过 50％为好转，超过 25％为

有效，未达到 25％为无效。临床治疗总有效率 =（痊

愈 + 好转 + 有效）/ 总例数 *100％

（2）认知功能：在治疗前后使用简易精神状态

量表［5］（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对患

者认知功能进行评价。共计 30 分，分值越低代表认

知功能越差，评分低于 27 分视为存在认知功能障碍。

（ 3 ） 安 全 性 ：治 疗 后 采 用 副 反 应 量 表［6］

（Treatment Emergent Symptom Scale，TESS）对治疗

方案的安全性进行评价。该量表包括不良症状、体

征、若干实验室检查结果等。

1.4　统计学方法

将研究所得数据输入 SPSS22.0 统计学软件，并

进行数据分析，PANSS 评分、MMSE 评分、TESS 评

分等计量资料采用（x±s）的形式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成组 t 检验。总有效率等计数资料以％的形式

表示，采用 χ2 检验。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 PANSS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PANSS 评分无差异（P>0.05）；

治疗后，观察组阳性量表、阴性量表、精神病理和

总分均有明显的下降，且明显低于对照组，有明显

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PANSS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时间 阳性量表 阴性量表 精神病理 总分

观察组 84 治疗前 26.45±5.37 24.51±6.02 41.28±7.45 91.42±6.87

治疗后 11.21±3.62*# 12.75±4.14*# 22.87±5.42*# 45.24±4.81*#

对照组 84 治疗前 26.71±5.52 24.02±5.87 40.35±7.16 91.87±6.49

治疗后 17.59±3.67* 16.48±4.25* 38.95±6.81 71.58±5.12*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治疗后对照组比较，#P<0.05。

2.2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 90.48％明显高于对照组

77.3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　两组患者认知功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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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疗 前 后 ， 两 组 患 者 M M S E 评 分 均 无 差 异

（P>0 .05），且治疗后与治疗前相较无显著差异

（P>0.05）。见表 3。
表2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痊愈 好转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84 21 27 28 8 76（90.48）

对照组 84 18 25 22 19 65（77.38）

χ2 5.340

P 0.021

表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MMSE 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观察组 84 26.27±1.58 25.89±1.62 1.539 >0.05

对照组 84 26.41±1.71 26.32±1.67 0.345 >0.05

t 0.551 1.694

P >0.05 >0.05

2.4　两组患者 TESS 评分比较

治疗 8 周后，观察组 TESS 评分为（8.34±2.71），

对照组 TESS 评分为（8.12±2.64），比较两组 TES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0.533，P>0.05）。

3　讨论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大脑短

暂功能障碍［7］，临床症状表现为妄想、幻觉、人格

异常等，是神经内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疾病。

目前对于癫痫的患者的治疗主要采取抗癫痫药物、

维生素等对症支持治疗。癫痫性精神障碍的发病机

制目前尚未完全明确，可能是由于长期和反复的癫

痫发作导致大脑组织缺血、缺血，最终形成生理、

生化、解剖上的变化［8］。病程长、药物服用时间长

等原因造成癫痫性精神障碍患者往往合并焦虑、抑

郁等症状。对于癫痫性精神障碍患者的治疗，在抗

癫痫治疗的基础上还需要根据精神障碍的特点选择

合适的抗精神药物治疗。

丙戊酸钠具有广泛的药理作用，作为抗癫痫药

物在临床上有近 50 年使用史，对于癫痫治疗的成

效获得世界的公认，但作用机制尚未完全明确。γ-

氨基丁酸（GABA）是中枢系统重要的抑制型神经递

质［9］，临床有研究认为丙戊酸钠通过改变 GABA 的

代谢达到治疗的效果，除了抗癫痫作用，还一定程

度上具备对各类精神疾病的疗效［10］。利培酮为苯

丙异噁唑衍生物，与 5-HT2A 受体和多巴胺 D2 受体

有很高的亲和力，是新一代的抗精神病药。利培酮

5-HT2A 受体抗拮比值显著高于 D2 受体，其作用机

制是通过 5-HT2A 受体和 D2 受体特异性联合抗拮以

及 5-HT2A 受体和 D2 受体高比率抗拮之比实现的［11］。

5-HT2A 抗拮作用能够显著改善谷氨酸功能异常、增

强受 D2 体拮抗剂对条件化回避的阻断作用，在产

生显著的抗精神疗效的同时能够避免椎体外系反应

（extra pyramidal symptoms，EPS）。研究证实，大脑

前额叶 DA 功能降低与精神障碍阴性症状以及认知

功能障碍存在显著关系［12］，利培酮能够通过 5-HT2A

受体调节 DA 神经元冲动发放和皮质 DA 释放，显著

改善阴性症状与认知功能。

作为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的代表，利培酮改善

精神分裂阳性与阴性症状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13］。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 PANSS 评分明显低于对

照组，临床治疗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说明利培酮对癫痫性精神障碍患者精神症状的改善

具有显著的作用，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与其他学

者研究结果基本一致［14］。在治疗过程中抗癫痫药

物可能会对认知功能产生影响。在本次研究中，观

察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 MMSE 评分无统计学差异

（P>0.05），并未显示药物对认知功能的有利或不利

的影响，可能与本次研究时间较短，未能体现有关，

长期治疗是否对认知功能产生影响需要进一步探讨。

从治疗后 TESS 评分比较发现，观察组与对照组无显

著差异（P>0.05），除常见不良反应外并未产生严重

不良反应，表明丙戊酸钠合并利培酮较单用丙戊酸

钠治疗并未增加治疗风险，。

综上所述，丙戊酸钠联合利培酮治疗癫痫性精

神障碍疗效显著、副作用轻、风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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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 BEHAV-AD 量表总评分和各症状评分以及 PSP

总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显示阿立哌唑对阿尔茨

海默病伴精神障碍病情缓解效果更高，有助于生活

质量、生活能力提高。TESS 量表是对患者各系统的

不良反应进行统计，是临床常用的评估药物使用安

全性的量表。抗精神病药物常见的不良反应为椎体

外系反应，如静坐不能、震颤、肌肉强直等［9］。本

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均以锥体外系

反应为主，但观察组患者的 TESS 量表评分明显低于

对照组，表明阿立哌唑临床用药安全性高于奋乃静。

综上所述，阿立哌唑作为新型的抗精神病药物

对于阳性、阴性精神症状均有治疗作用，且对精神

症状的治疗作用优于传统用药奋乃静，对患者的生

活质量和生活能力具有提高作用，不良反应少，具

有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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