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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奈哌齐联合喹硫平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认知功能和精神症状的疗效

程　度 、 晁志文 、 何远宏 、 赵源征

【摘要】目的　观察多奈哌齐联合喹硫平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认知功能和精神症状的改善作用。

方法　选取本院 2011 年 7 月 ~2018 年 7 月收治的 100 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按随机数表法分为实验

组与对照组。两组均 50 例。实验组采用多奈哌齐联合喹硫平进行治疗，对照组采用多奈哌齐联合

奥氮平进行治疗，2 组均治疗 12 周。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12 周后采用简易智力状态检查（MMSE）

量表评估 2 组认知功能，采用痴呆病理行为评定量表（BEHAVE-AD）评估精神症状。比较 2 组治

疗期间不良反应总发生率。结果　2 组治疗 12 周后的 MMSE 评分均较治疗前升高、BEHAVE-AD

评分较治疗前降低（P< 0.05）。2 组治疗 12 周 BEHAVE-AD 评分、MMSE 评分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实验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 20.00％，低于对照组 38.00％（P< 0.05）。结论　多奈哌齐联

合喹硫平与联合奥氮平均可改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认知功能与精神症状，其中多奈哌齐联合喹硫平

对患者睡眠、呼吸功能的影响更轻，安全性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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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onepezil combined with quetiapine 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psychiatric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CHEN Du，CHAO Zhiwen，HE Yuanhong，et al. The Fif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donepezil combined with quetiapine 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psy-

chiatric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Methods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who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ly 2011 to July 2018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50 cases in both groups. .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donepezil plus quetiapine，and the con-

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donepezil plus olanzapine. 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12 weeks. The MMSE scale was used to 

evaluate cognitive fun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and the Behavioralpathology Alzheimer’ sdisease（BEHAVE-AD）

was used to evaluate psychiatric symptoms before treatment and 12 weeks after treatment. The overall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during the two treatment periods was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MMSE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12 weeks of treatment were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and the BEHAVE-AD score was lower than that be-

fore treatment（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EHAVE-AD score and MMSE score between the ob-

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12 weeks of treatment（P>0.05）. The total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20.00％，which was lower than 38.00％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Donepe-

zil combined with both quetiapine and olanzapine can improve cognitive function and psychiatric symptoms. Among them，

donepezil combined with quetiapine has less impact on sleep and respiratory function，and has higher safety.

【Key words】Donepezil；Quetiapine；Olanzapine；Alzheimer's disease；Cognitive function；Psychiatric symptoms

国内阿尔茨海默病人群已超 700 万，其中 65 岁

以上人群中发病率约 5％~7％［1］。阿尔茨海默病主要

表现为认知功能下降。精神症状作为阿尔茨海默病

的非认知症状，报道的发生率高达 90％，其中以激

越、激惹、焦虑、淡漠、妄想等较常见［2］。乙酰胆碱

缺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重要病因［3］，采用胆碱脂酶抑

［作者工作单位］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神经内一科（郑州，450000）。

［第一作者简介］程度（1981.08-），女，湖北襄阳人，硕士，主治医师，研究方向：脑血管病和运动障碍疾病。

［通讯作者］程度（Email：zzchengdu@126. com）。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9 年第 46 卷第 3 期- 478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制剂进行治疗对改善患者脑胆碱系统功能与认知功

能有较大助益。盐酸多奈哌齐为第 2 代高选择性乙酰

胆碱酶抑制剂，目前已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临床

治疗中广泛应用［4］。奥氮平与喹硫平均为新非典型抗

精神病药物［5］，但有关二者分别联合盐酸多奈哌齐治

疗阿尔茨海默病的比较研究则较为缺乏。本研究以

100 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比多奈哌

齐联合喹硫平与多奈哌齐联合奥氮平对认知功能和

精神症状的影响及不良反应，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本院 2011 年 7 月 ~2018 年 7 月收治的 100 例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进行前瞻性研究，研究获医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按随机数表法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均

50 例，实验组男 28 例、女 22 例；年龄 66~82 岁，平

均（73.21±4.22）岁；病程 1~9 年，平均（4.52±1.36）
年；文化程度：文盲 11 例、小学 13 例、初中与高中

18 例、大专及以上 8 例。对照组男 27 例、女 23 例；

年龄 67~81 岁，平均（73.09±4.61）岁；病程 2~8 年，

平均（4.79±1.41）年；文化程度：文盲 11 例、小学 12
例、初中与高中 17 例、大专及以上 10 例。2 组基线

资料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入组标准：①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

标准》［6］中阿尔茨海默病诊断标准；②年龄 >65 岁；

③痴呆病理行为评定量表（BEHAVE-AD）总分≧ 8
分；④简易智力状态检查（MMSE）文盲 <17 分，小

学 <20 分，中学及以上 <24 分；⑤实验室检查无异常；

⑥对研究知情，了解可能的不良反应后自愿签署知

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因其它原因（如躁郁症、精

神分裂症）所致认知障碍者；②合并糖尿病、甲状腺

功能异常、活动性肺结核、恶性肿瘤者；③伴消化系

统或呼吸系统疾病者；④合并严重脏器功能衰竭者；

⑤短期内应用过可能影响疗效判定的药物者；⑥有药

物滥用史、酒精滥用史、过敏史者；⑦同时参与其他

临床试验者。

1.2　方法

1.2.1　治疗方法　实验组采用多奈哌齐（批准

文号：国药准字 H20030472，规格：5 mg*10 s）联合

喹硫平（批准文号：H20160665，规格：0.2 g*20 s）

进行治疗：①多奈哌齐：口服，5mg/d；②喹硫平：口

服，起始剂量 50 mg 每晚，后根据病情变化逐渐增

加至 100～400 mg 每晚。对照组采用多奈哌齐联合

奥氮平（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010799，规格：10 

mg*7 s）：①多奈哌齐：口服，5mg/d；②奥氮平：口服，

起始剂量 2.5 mg 每晚，后根据病情变化逐渐增加至

5～15 mg 每晚。2 组均连续治疗 12 周。

1.2.2　观察指标

1.2.2.1　认知功能　治疗前、治疗 12 周后采用

MMSE 量表评估 2 组患者认知功能，量表包括 5 个

维度：定向力（10 分）、记忆力（3 分）、计算能力（5
分）、回忆能力（3 分）、学习能力（9 分），总分 30 分。

21～26 分为轻度认知障碍；10~20 分为中度认知障

碍；0～9 分为重度认知障碍。

1.2.2.2　精神症状　治疗前、治疗 12 周后采用

痴呆病理行为评定量表（BEHAVE-AD）评估 2 组患

者精神症状，包括妄想、幻觉、行为紊乱、日夜紊乱、

攻击行为、情感障碍、焦虑恐惧 7 类，共 25 个条目，

每个条目 0~3 分，总分 0~75 分，评分越高，患者精

神症状越严重。

1.2.2.3　安全性评价　2 组治疗期间定期进行血

尿常规、心电图、肝肾功能检查，观察不良反应发

生情况，包括嗜睡、头晕乏力、静坐不能、肌张力

增大、体重增加、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

征（OSAHS）等。

1.2.3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9.0 处理数据，

计量资料用（x±s）表示，比较采取 t 检验；计数资

料用 n（％）表示，采用 χ2 检验，理论频数 <5 时采

取连续校正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认知功能与精神症状

2 组治疗 12 周后的 MMSE 评分均较治疗前升

高、BEHAVE-AD 评分较治疗前降低（P<0.05）。2
组治疗 12 周后的 BEHAVE-AD 评分、MMSE 评分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不良反应

2 组治疗期间的血尿常规、心电图、肝肾功能

检查均未见明显异常。实验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低

于对照组（P<0.05），主要表现为嗜睡与 OSAHS 相

对减少，见表 2。

3　讨论

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与脑内乙酰胆碱合成减少、

胆碱酯酶活性降低有较大关联，乙酰胆碱酶抑制剂

多奈哌齐成为阿尔茨海默病的主要治疗药物之一［7］。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激越、行为紊乱等行为精神症状

与认知密切相关，在多奈哌齐基础上联合新型非经

典抗精神病药物受到临床认可［8］。但药物的联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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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不良反应，故选择有效性与安全性高的联合用

药方案成为研究热点。

本研究观察结果显示，多奈哌齐联合喹硫平与

多奈哌齐联合奥氮平治疗阿尔茨海默病均有效提高

患者 MMSE 评分、降低 BEHAVE-AD 评分，证实上

述两种方案均可有效改善患者认知功能与精神症状。

乙酰胆碱属于神经递质，影响学习与记忆功能，乙

酰胆碱减少或活性降低会造成学习与记忆功能降低，

引发认知障碍。多奈哌齐可提高中枢神经系统中乙

酰胆碱酶活性，并抑制胆碱酯酶对乙酰胆碱的水解，

保护海马神经元，改善脑神经受损，是促进患者认

知功能改善的理论基础［9］。

奥氮平与喹硫平的作用机理较为复杂，目前认

为前者对 5- 羟色胺、多巴胺、α- 肾上腺素受体等

多种受体均有较高的亲和力，具有多巴胺、5- 羟色

胺及胆碱能拮抗作用，通过对前额叶 5- 羟色胺受体

的拮抗作用解除多巴胺受到的抑制作用，促进前额

叶多巴胺水平的上调，从而增加前额外皮质乙酰胆

碱的释放，实现认知功能的改善；后者对 5- 羟色胺、

多巴胺具有双重阻滞作用，且对 5- 羟色胺受体的亲

和力高于多巴胺受体，对肾上腺素转运蛋白的亲和

力也较好。本研究发现，尽管两种药物对精神症状

的改善作用相当，但在药物副作用方面差异较大，

具体表现为奥氮平会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睡眠及

呼吸功能造成相对较大的影响。专家认为［10］，阿尔

茨海默病患者体内发生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如皮

层大椎体细胞减少与变性、胶质细胞增生等，累及

睡眠 - 觉醒神经通路及呼吸调节中枢，对患者睡眠

及呼吸造成一定影响。抗精神病药物往往有镇静、

催眠的作用，在疾病本身的损伤基础上，抗精神病

药物的应用易造成 OSAHS。奥氮平具有较强的多巴

胺受体拮抗作用，易引起锥体外系反应。而锥体外

系反应会对患者上气道肌肉造成影响，从而使咽部

扩张肌功能的协调性下降，严重时可能引起上气道

梗阻而限制气流［11］，故对照组 OSAHS 发生率高于实

验组。5- 羟色胺的增加可使慢波睡眠低通气指数下

降，易造成嗜睡［12］。喹硫平与奥氮平均对 5- 羟色胺

有一定的拮抗作用，而奥氮平与 5- 羟色胺受体的亲

和力强于喹硫平，故奥氮平的应用更易引起嗜睡反

应。而深度睡眠时，上气道塌陷的发生风险也会增

大。故在相当的疗效前提下，喹硫平联合多奈哌齐

体现出更高的安全性，更具临床优势。

综上所述，多奈哌齐联合喹硫平与多奈哌齐联

合奥氮平均可改善患者认知功能与精神症状，其中

多奈哌齐联合喹硫平对患者睡眠、呼吸功能的影响

更轻，安全性更高。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观察时

间较短，所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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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问题阳性 ABC 量表与胃肠问题阴性患儿间差异

存在统计学意义。Wang［12］发表一篇 ASD 胃肠问题和

临床症状的文章，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

笔者认为胃肠道症状的变化与患儿临床核心症

状存在密切关系，并且有可能影响 ASD 儿童的治疗

效果，也提示积极有效的 ASD 治疗可能有利于胃肠

道症状缓解。GI+ 组经治疗后随访，11 例患儿出现胃

肠道症状加重，发现 CARS 评分也随之升高，这进

一步证实了胃肠道症状与临床核心症状存在密切关

系，提示胃肠道症状可作为预测 ASD 儿童病情变化

的一个指标。由于本研究样本量较小，研究结果尚

需进一步大样本、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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