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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立哌唑对老年阿尔茨海默病合并精神病性障碍患者疗效 
及不良反应的观察

赵　辉 、 李富慧 、 白玉彦 、 韩冰倩

【摘要】目的　研究阿立哌唑对老年阿尔茨海默病合并精神障碍患者各精神症状量表评分的影

响。方法　研究对象选取我院 2016 年 1 月 ~201� 年 � 月间收治的老年阿尔茨海默病合并精神障碍患

者 12� 例，采用随机数字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64 例。对照组患者接受奋乃静治疗，

观察组患者接受阿立哌唑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阿尔茨海默病病理行为评定量表（BEHAV-

AD）、社会功能评定量表（PSP）及治疗后副反应量表（TESS）评分。结果　治疗后 2、4、6、� 周，

观察组患者的 BEHAV-AD 总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1），观察组在偏执和妄想、幻觉、攻击、

活动异常、昼夜节律紊乱、情感障碍各方面 BEHAV-AD 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治疗后

2、4、6、� 周，观察组的 PSP 总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1）。治疗后 � 周，观察组的 TESS 评

分为（6.��±1.�6），明显低于对照组（�.��±2.1�）（t = �.�6，P= 0.00）。结论　阿立哌唑能更好治疗患

者阳性、阴性精神异常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和社交能力，且治疗安全性较高，值得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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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aripiprazole on the scores of psychiatric symptoms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complicated with mental disorders　　ZHAO Hui，LI Fuhui，BAI Yuyan，et al. Department of Neurology，Nan-
yang Central Hospital，Nanyang 47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aripiprazole on psychiatric symptoms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Al-

zheimer's disease. Methods　128 case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complicated with mental disorders 

were selected from January 2016 to March 2017 in our hospital.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

servation group，with 64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perphenazine treatment，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aripiprazole treatment. BEHAV-AD，PSP and TESS scor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At 2，4，6，8 weeks after treatment，the total scores of BEHAV-AD in the observa-

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1），the scores of BEHAV-AD in the aspects 

of paranoia，delusion，hallucination，attack，abnormal activity，circadian rhythm disorder，emotional disord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At 2，4，6，8 weeks after treatment，the 

total score of PSP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1）. At 8 weeks 

after treatment，the score of TES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6.88 + 1.36），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8.78 + 2.13）（t =5.36，P=0.00）. Conclusion　Aripiprazole has better effect on Alzheimer's pa-

tients wi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mental abnormalities，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social ability of patients，and 

the treatment of high safety，less adverse reaction of the vertebral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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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茨性海默病是一种以记忆力衰退、语言功

能障碍、认知行为异常等人格、行为各方面出现异

常表现的神经系统疾病，且易出现精神障碍［1］。随

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我国近几年来阿尔茨海

默病的发病率以 5％~7％的增长点持续增高，且以

老年人群发病为主，严重影响老年患者的生活质

量［2］。口服抗精神病药物奋乃静是其常规治疗方案，

奋乃静是噻嗪类抗精神病药物，可治疗各种阴性精

神疾病，并且对于缓解焦虑、烦躁情绪具有积极作

用。但研究显示，奋乃静对狂躁等阳性精神症状改

善不明显，且易发生椎体外系不良反应。有学者提

出［3］，新型的抗精神分裂症药物阿立哌唑可弥补奋

乃静治疗缺陷。阿立哌唑对多巴胺能神经系统的作

用具有双向性且对多巴胺递质具有稳定作用，故对

于阳性、阴性精神症状均有治疗作用，但目前对于

阿立哌唑对患者精神症状缓解程度及用药安全性的

报道尚少，本研究笔者就对阿立哌唑治疗阿尔茨海

默病伴精神障碍的综合疗效展开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选取我院 2016 年 1 月 ~2017 年 3 月间

收治的老年阿尔茨海默病合并精神障碍患者 128 例，

纳入标准［4］：①符合《精神障碍疾病临床诊治指南》

中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诊断标准；②且均经中国精神障

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证实合并精神障碍［5］；

②年龄均在 60~80 岁；③无合并其他类型心脑血管疾

病和肝肾肺等重要脏器疾病；④患者家属均知晓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伴严重精神障碍，有自

杀倾向的患者；②脑外伤、脑血栓等其他病因导致的

脑组织损伤者；③近期接受过阿立哌唑、奋乃静等

相关药物治疗者；④合并免疫系统、血液系统或内

分泌系统严重疾病。采用随机数字法将其分为对照

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64 例。对照组患者男性 37 例、

女性 27 例，年龄在 66~78 岁，平均年龄为（65.29
±10.36）岁，病程在 10 个月 ~25 月，平均病程为

（18.86±6.02）月；观察组患者男性 36 例、女性 28
例，年龄在 64~77 岁，平均年龄为（64.37±12.73）

岁，病程在 9 月 ~28 月，平均病程为（17.15±6.11）

月。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

均无明显差异（P>0.05），故具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口服奋乃静片（H32024967，2 

mg*100 片 / 盒）治疗，根据患者病情调整剂量，剂量

范围 4 mg/ 天 ~40 mg/ 天，病情控制后需要恢复至治

疗剂量。观察组患者口服阿立哌唑片［8］（H20061304，

5 mg*10 片 / 板 *1 板 / 盒）治疗，根据患者病情调整

剂量，剂量范围 5 mg/ 天 ~30 mg/ 天。所有患者均连

续治疗 8 周。治疗期间不同时使用其他药物，可对

患者进行心理疏导，改善患者精神症状。

1.�　观察指标

①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 2、4、6、8 周

的 BEHAV-AD 总评分；②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 2、4、

6、8 周的 BEHAV-AD 各项指标评分；③比较两组患

者治疗前和治疗后 2、4、6、8 周 PSP 总评分；④比

较两组患者治疗后 8 周 TESS 量表评分。

1.4　评估方法

BEHAV-AD 包括总体评定和症状评定两部分，

症状评分对患者偏执和妄想、幻觉、攻击、活动异

常、昼夜节律紊乱、情感障碍、焦虑和恐惧这七个

方面症状进行评分，每组症状根据患者有无发生以

及发生的严重程度（1~3）、发生频率（1~4）、苦恼程

度（1~5）进行评估，所有症状得分之和为总评分，

每方面症状评分为各方面评分，分数越高，患者的

精神症状越严重。PSP 量表对患者自我照料、社会角

色功能、个人关系和社会关系以及扰乱、攻击行为

四个方面的严重程度进行评定，总分 100 分，得分

越高，患者社会生活能力越强。TESS 量表对患者行

为毒性、化验、神经系统、植物神经系统、心血管

系统、其它几个方面的不良反应的严重程度（0~3），

与药物关系（0~3），处理情况（0~4）进行评分，总

分越高，患者不良反应越严重。

1.�　统计学方法

所有统计学资料都采用 SPSS21.0 专业统计学软

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

进行 t 检验。而所有的计数资料以率（n％）表示，

用 χ2 检验，P<0.05 评价为差异具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BEHAV-AD 总评分比

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BEHAV-AD 总评分比较无

明显差异（T=0.09，P=0.92）。组内比较，治疗后 2、

4、6、8 周，两组患者的 BEHAV-AD 总评分均明显

低于治疗前，差异显著（P<0.05）；组间比较，治疗

后 2、4、6、8 周，观察组患者的 BEHAV-AD 总评

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具体见表 1。

2.2　两组患者 BEHAV-AD 各项指标评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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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两组患者治疗后 TESS 评分比较

治疗后 8 周，TESS 量表评估显示两组患者的不

良反应均主要为椎体外系反应。观察组患者 TESS 评

分为（6.88±1.36）分，对照组 TESS 评分为（8.78±

2.13）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5.36，P=0.00）。

3　讨论

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退行性精神系统疾病，多

发于老年人群，主要以智能损害为临床特征，病程

进展缓慢但损害呈不可逆性［6］，随着病情进展常伴

发精神障碍，如频发幻觉，不自觉恐惧、焦虑，并

导致行为错乱等，严重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加

重了家庭的负担。奋乃静作为传统抗精神病药物是

常用的治疗阿尔茨海默病药物，但近来有报道显示

奋乃静对于阿尔茨海默病阳性精神症状基本无缓解

作用，且肝脏首过效应明显，患者依从性较差。阿

尔茨海默病伴精神障碍的治疗亟需探索新型药物来

改善传统抗精神病药物作用的局限性。研究显示［7］，

阿立哌唑等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对于治疗阿尔茨海

默病具有显著疗效，且不良反应低。阿立哌唑对多

巴胺系统具有双向调节作用，通过激动 D1、D2 和

5-HT1A 受体，阻滞 5-HT2A 受体，对阳性、阴性症状

及恐惧、焦虑情绪均有显著的临床疗效。本研究通

过对患者治疗前后进行各精神症状量表及不良反应

量表评估，研究阿立哌唑的临床应用的可行性。

BEHAV-AD 量表对患者精神症状进行评定，偏

执和妄想、幻觉、攻击、活动异常、昼夜节律紊乱、

情感障碍、焦虑和恐惧七个方面评分评估患者各方

面症状情况，七方面症状总分评估患者总体精神症

状改善情况。PSP 量表是对患者生活质量和社会生

活能力的评估，对患者自我照料、社会角色功能、

个人关系和社会关系以及扰乱、攻击行为四个方面

的能力进行评估，观察药物治疗对于患者生活质量

的改善［8］。本研究显示，治疗后 2、4、6、8 周观察

治疗后，观察组的偏执和妄想、幻觉、攻击、

活动异常、昼夜节律紊乱、情感障碍等评分均明显

低于对照组（P<0.01），但两组患者的焦虑与恐惧评

分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具体见表 2。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PSP 总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PSP 总评分比较无显著差异

（t =1.01，P=0.32）；组内比较，治疗后 2、4、6、8
周，两组患者 PSP 总评分均明显高于治疗前，差异

显著（P<0.05）。组间比较，治疗后 2、4、6、8 周，

观察组患者 PSP 总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1），具体见表 3。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BEHAV-AD总评分比较（x±s）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2周 治疗后4周 治疗后6周 治疗后8周

对照组（n=64） 33.7±5.9 28.5±6.2 23.1±4.7 16.5±5.2 12.1±4.9

观察组（n=64） 33.8±6.1 24.3±5.4 19.1±5.4 12.1±4.4 6.2±3.2

P 0.92 0.00 0.00 0.00 0.00

t 0.09 4.09 4.47 5.17 8.07

表2　两组患者BEHAV-AD各项指标评分比较

组别 偏执和妄想 幻觉 攻击 活动异常 昼夜节律紊乱 情感障碍 焦虑和恐惧

对照组（n=64） 1.16±0.36 1.48±0.68 2.69±0.19 1.72±0.20 0.91±0.16 2.24±0.47 1.86±0.65

观察组（n=64） 1.02±0.20 1.28±0.25 1.91±0.25 1.22±0.27 0.75±0.18 0.94±0.28 1.63±0.62

P 0.01 0.03 0.00 0.00 0.00 0.00 0.13

t 2.72 2.21 13.35 11.91 3.99 15.78 0.98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PSP总评分比较（x±s）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2周 治疗后4周 治疗后6周 治疗后8周

对照组（n=64） 44.9±5.7 50.5±8.2 56.1±9.7 61.5±10.2 65.1±12.9

观察组（n=64） 43.8±6.7 55.3±9.4 66.7±11.4 72.1±14.4 79.2±16.2

P 0.32 0.00 0.00 0.00 0.00

t 1.01 3.08 5.67 4.81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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