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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利哌酮联合丙戊酸钠治疗脑外伤所致攻击行为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杜建艳 1 、 潘文颖 1 、 青格勒 1 、 乔海波 2 、 左津淮 1

【摘要】目的　探讨帕利哌酮联合丙戊酸钠治疗脑外伤所致攻击行为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　选

取 2016 年 8 月 ~2018 年 8 月我院就诊的脑外伤所致攻击行为的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两组，联合治疗组

（n=30）使用帕利哌酮联合丙戊酸钠治疗，单独治疗组（n=30）使用帕利哌酮单独治疗，对比两组患者

的 MOAS 评分、临床疗效、服药期间不良反应。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MOAS 评分无差异（P>0.05）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MOAS 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P<0.05），而且联合治疗组患者的 MOAS 评分更

低（P<0.05）。联合治疗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 90.0％（27/30）显著高于单独治疗组 73.3％（22/30）

（P<0.05）。两组患者服药期间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20.0％（6/30）和 23.3％（7/30），无明显差异

（P>0.05）。结论　帕利哌酮联合丙戊酸钠治疗脑外伤所致攻击行为较单药治疗更有效，且安全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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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paliperidone combined with sodium valproate on aggressive behavior in pa-
tients with brain trauma　　DU Jianyan，PAN Wenying，QING Gele，et al. Tianjin Anding Hospital，Tianjin 
300222，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paliperidone combined with sodium valproate on 

aggressive behavior in patients with brain trauma. Methods　60 cases of brain trauma patients with attacking behavior 

in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16 to August 2018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combined treat-

ment group（n=30）were treated with paliperidone combined with sodium valproate，while the separate treatment group 

（n=30）were treated with paliperidone alone. The MOAS scores，clinical efficacy and adverse reac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 on the MOAS scores between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After treatment，The MOAS scores in both of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P<0.05），and the 

MOAS scores of the combined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single treatment group after treatment

（P<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combined treatment group ［90.0％（27/30）］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single treatment group ［73.3％（22/30）］（P<0.05）.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incidences of adverse reactions be-

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The paliperidone combined with sodium valproate can treat the aggres-

sion behavior in patients with brain trauma efficacy and safety.

【Keywords】Paliperidone；Sodium valproate；Aggressive behavior caused by brain trauma

脑外伤所致攻击行为指患者认知、行为、情感

等方面在脑外伤的作用下发生异常，进而促进攻击

行为的产生，这时患者无法配合治疗，意外人身伤

害发生几率极高，需要临床重点关注［1］。本研究探

讨帕利哌酮联合丙戊酸钠治疗脑外伤所致攻击行为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 2016 年 8 月 ~2018 年 8 月我院脑外伤

所致精神障碍攻击行为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 2 组：

一组帕利哌酮联合丙戊酸钠治疗组（联合治疗组，

30 例），一组帕利哌酮单独治疗组（单独治疗组，30
例）。联合治疗组患者中男性 19 例，女性 11 例，年

龄 23~59 岁，平均（41.4±6.2）岁；病程 1~16 个月，

平均（10.2±2.5）个月。在疾病严重程度方面，11 例

为轻度，13 例为中度，6 例为重度；在脑外伤原因方

面，18 例为交通事故伤，8 例为锐器伤，4 例为跌倒

伤。单独治疗组患者中男性 20 例，女性 10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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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9 岁，平均（42.2±6.5）岁；病程 2~16 个月，平

均（11.1±2.8）个月。在疾病严重程度方面，12 例为

轻度，12 例为中度，6 例为重度；在脑外伤原因方面，

17 例为交通事故伤，7 例为锐器伤，6 例为跌倒伤。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不显著（P>0.05）。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均有脑外伤史；②均符合脑外伤所

致精神障碍攻击行为的诊断标准［2］；③均知情同意。

排除标准：①有精神病史；②有免疫系统疾病；③有

脑部器质性疾病。

1.3　方法

1.3.1　单独治疗组　单独治疗组患者接受帕利哌

酮单独治疗，让患者晨起空腹口服 6mg/d 帕利哌酮（国

药准字 J20170011），1 周内将剂量逐渐加大到 9~12mg/

d，每天 1次，1周为 1个疗程，共治疗 4个疗程。

1.3.2　联合治疗组　联合治疗组患者接受帕利

哌酮联合丙戊酸钠治疗，同时让患者口服 0.5g/d 丙

戊酸钠（国药准字 H19983059），之后依据患者的实

际病情将剂量增加到 0.8g/d，1 周为 1 个疗程，每天

1 次，共治疗 4 个疗程。

1.4　观察指标

治疗前后分别采用外显攻击行为量表（MOAS）

对两组患者的攻击行为严重程度进行评估，总分

0~10 分，0 分、10 分分别表示无、严重［3］。同时，

统计两组患者服药期间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5　疗效评定标准

痊愈：治疗后患者完全无攻击行为，具有正常

的 MOAS 评分；显效：治疗后患者具有显著较轻的攻

击行为，MOAS 评分在极大程度上降低；有效：治疗

后患者具有较轻的攻击行为，MOAS 评分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无效：治疗后患者的攻击行为没有减轻或

加重，MOAS 评分也没有降低或提升［4］。

1.6　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用（x±s）表示，用 t 检验；计数资料

用率表示，用 χ2 检验。采用 SPSS21.0，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两 组 患 者 的 一 般 资 料 比 较 差 异 均 不 显 著

（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MOAS 评分变化情况

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 MOAS 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

前（P<0.05）；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MOAS 评分之间的差

异不显著（P>0.05），治疗后联合治疗组患者的 MOAS

评分显著低于单独治疗组（P<0.05），具体见表 2。
表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分类
联合治疗组

（n=30）
单独治疗组

（n=30） t/χ2 P

性别 男性 19（63.3） 20（66.7） 1.32 >0.05

女性 11（36.7） 10（33.3）

年龄（岁） 41.4±6.2 42.2±6.5 1.886 >0.05

病程（年） 10.2±2.5 11.1±2.8 1.638 >0.05

疾病严重程度 轻度 11（36.7） 12（40.0） 0.86 >0.05

中度 13（43.3） 12（40.0）

重度 6（20.0） 6（20.0）

脑外伤原因 交通事故伤 18（60.0） 17（56.7） 0.76 >0.05

锐器伤 8（26.7） 7（23.3）

跌倒伤 4（13.3） 6（20.0）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MOAS评分变化情况比较（x±s）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联合治疗组（n=30） 8.4±1.1 4.2±1.1 4.303 <0.05

单独治疗组（n=30） 8.4±1.2 6.1±1.8 3.182 <0.05

t 1.533 2.776

P >0.05 <0.05

2.3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联 合 治 疗 组 患 者 治 疗 的 总 有 效 率 9 0 . 0 ％

（27/30）显著高于单独治疗组 73 .3 ％（22/30）

（P<0.05），具体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联合治疗组（n=30） 9（30.0）11（36.7）7（23.3）3（10.0） 27（90.0）

单独治疗组（n=30） 5（16.7）10（33.3）7（23.3）8（26.7） 22（73.3）

χ2 11.14

P <0.05

2.4　两组患者服药期间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服药期间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20 .0 ％

（6/30）、23.3％（7/30）之间的差异不显著（P>0.05），

具体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服药期间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例/％）

组别 口干 头痛 心动过速 其他 总发生

联合治疗组（n=30） 2（6.7） 2（6.7） 1（3.3） 1（3.3） 6（20.0）

单独治疗组（n=30）4（13.3） 1（3.3） 0（0） 2（6.7） 7（23.3）

χ2 0.45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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