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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美金刚联合阿立哌唑对伴精神行为症状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效果

肖小华

【摘要】目的　探讨盐酸美金刚联合阿立哌唑对伴有精神行为症状的阿尔茨海默病（AD）患者的

效果。方法　将 2018 年 1 月 ~2019 年 1 月间本院收治 80 例伴有精神行为症状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随机分为对照组（n=40 例）与研究组（n=40 例）。对照组患者予以阿立哌唑进行治疗，研究组加用

盐酸美金刚。对比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率、简易智力状态检查评分（MMSE）以

及 AD 病理行为评分情况。结果　研究组患者治疗效果比对照组更好（P< 0.05）；两组患者治疗后不

良反应率对比无明显差异（P> 0.05）；治疗前两组患者 MMSE 评分对比无明显差异（P> 0.05）；治疗后

研究组患者的 MMSE 评分比对照组明显更优（P< 0.05）；治疗前两组患者 BEHAVE-AD 各项评分对比

无明显差异（P> 0.05）；研究组患者治疗后 BEHAVE-AD 各项评分相比对照组明显更低（P< 0.05）。

结论　盐酸美金刚联合阿立哌唑可以明显改善伴有精神行为症状的 AD 患者的精神行为症状，改善

患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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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memantine hydrochloride combined with aripiprazole in Alzheimer’s disease patients with 
psychobehavioral symptoms　　XIAO Xiaohua. Department of Neurology，Nanyang Nanshi Hospital，Nan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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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memantine hydrochloride combined with aripiprazole 

in the treatment of Alzheimer's disease（AD）patients with psychobehavioral symptoms. Methods　80 Alzheimer's 

disease patients with mental and behavioral symptoms were enroll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January 2019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n = 40）and research group（n = 40）.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aripiprazole and the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memantine hydrochloride combined with 

aripiprazole. The therapeutic effect，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MMSE and AD pathological behavior scor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adverse reaction rat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MMSE and BEHAVE-AD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P>0.05），after treatment，the MMSE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while the BEHAVE-AD score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Memantine hydrochloride can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AD patients with 

psychobehavioral symptoms. Memantine hydrochloride combined with aripiprazole can improve the prognosis of AD pa-

tients and alleviate their psychobehavioral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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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茨海默病（AD）患病率日益增加，主要表

现为记忆障碍，智力水平下降，人格改变，多数患

者伴有攻击、抑郁、妄想以及幻觉等精神行为症

状［1-3］。针对该病的精神行为症状要予以安全、有效

治疗 ［4-6］。盐酸美金刚是一种具有特异性、非竞争

性的 N- 甲基 -D- 天门冬氨酸（NMDA）受体的拮抗

剂，该药在改善 AD 患者精神行为症状以及认知功

能方面具有较明确的作用，本研究探讨盐酸美金刚

联合阿立哌唑对伴有精神行为症状的阿尔茨海默病

（AD）患者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 2018 年 1 月 ~2019 年 1 月间本院收治 80 例

阿尔茨海默病伴有精神行为症状患者，随机将患者

分为对照组（n=40 例）与研究组（n=40 例）。对照组

纳入男性 24 例、女性 16 例，患者年龄范围 48~78
岁，平均年龄（62.4±4.8）岁，研究组纳入男性 26
例、女性 14 例，患者年龄范围 48~79 岁，平均年龄

（62.6±4.3）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无明显差

异，患者在入组研究前均已签署了知情权同意书，

研究经过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并通过。

1.2　纳排标准

（1）纳入标准：患者阿尔茨海默病均依据《中

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2 版修订研讨会纪要》

的标准进行诊断；患者院前经简易精神状态量表评

分（MMSE）在 3~24 分；经 Hachinski 缺血症状评分

均≤ 4 分，患者临床诊断存在攻击、抑郁、妄想以

及幻觉等精神行为症状［7-8］；（2）排除标准：排除血

管性痴呆患者，排除化学、物理因素、颅内占位性

病变等引发的痴呆症状患者；排除合并严重心血管、

肝、肺、肾以及血液功能疾病患者；排除合并癫痫症

患者；排除病情危重患者；排除在参与研究前 2w 存

在内服促智药物患者；排除在研究期间参与其他项目

患者；排除对治疗药物过敏过敏者。

1.3　方法

对 照 组 患 者 予 以 阿 立 哌 唑 （ 国 药 准 字 ：

H20060521）进行治疗，以每晚 1 次，治疗起始剂量

取 2.5mg/d；治疗第 3d 剂量加至 5.0mg/d；持续治疗

2w 后，依据患者个体疗效情况及对药物耐受情况逐

渐加量 10.0mg/d。

研究组在对照组治疗结合予以盐酸美金刚进行

治疗，阿立哌唑用药同对照组，盐酸美金刚片（国

药准字：H20120268），治疗起始剂量取 5.0mg/d，晨

间给药；持续治疗 2w 后，依据患者个体疗效情况及

对药物耐受情况逐渐加量 10.0mg/d，早晚半片，以 2
次 /d；治疗第 4w 开始维持剂量 20.0mg/d，早晚 1 片，

以 2 次 /d。两组患者均持续治疗 12w。若患者治疗过

程发生睡眠障碍，予以阿普唑仑片，以 0.4mg/d，依

据患者治疗效果与耐受情况加减用量。

1.4　观察指标

观察对比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治疗后不良反

应发生率、简易智力状态检查评分（MMSE）以及

AD 病理行为评分情况；患者治疗效果应用简明精

神病评分表（BPRS）进行评价，分为基本治愈、显

效、有效及无效 4 个等级，基本治愈：经治疗后患

者 BPRS 评分降低≥ 75％；显效：经治疗后 BPRS 评

分降低在 50％~74％；有效：经治疗后 BPRS 评分降

低在 25％~49％；无效：经治疗后患者 BPRS 评分降

低≤ 24％。AD 病理行为评分采用 AD 病理行为量表

（BEHAVE-AD）评分，分为日夜颠倒、情感障碍、

恐惧焦虑、行为混乱、攻击行为、出现幻觉、偏执

妄想等项目。

1.5　数据处理

通过 SPSS20.0 统计软件对研究涉及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处理，各评分表采用均值 ± 标准差描述，两

两比较行 t 值检验；疗效、不良反应率对比行 χ2 值

检验，以 P<0.05 表示对比存在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

研究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97.5％（39/40），

对照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82.5％（33/40），研究

组患者治疗效果相比对照组明显更高（P<0.05），见

下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

分组 例数 基本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40 7（17.50）15（37.50）11（27.50）7（17.50） 82.5％

研究组 40 18（45.00）17（42.50）4（10.00） 1（2.50） 97.5％

χ2 - - - - - 5.0000

P - - - - - <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率情况对比

研究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率 7.5％（3/40），对

照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率 12.5％（5/40），两组患

者治疗后不良反应率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见

下表 2。

2.3　治疗前后患者的 MMSE 评分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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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阿尔茨海默病导致患者大脑的高级功能受损，

可以引发精神行为症状［9，10］。阿尔茨海默病主要病

理改变表现为脑重量减轻、沟回增宽、脑室范围扩

充以及大脑皮层细胞出现大量死亡［11］。阿立哌唑是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对认知功能，阴性症状、阳

性症状和情绪症状具有较好的疗效。盐酸美金刚是

具有中低度亲和力、电压依赖的非竞争性的 N- 甲

基 -D- 天冬氨酸受体的拮抗剂，可起到非竞争性阻

碍 NMDA 受体作用，降低因谷氨酸导致的 NMDA 受

体兴奋，减少细胞凋亡，从而改善患者记忆，该药

是新一代的认知功能治疗药物 ［12］。 

本研究纳入 80 例伴有精神行为症状的 AD 患者，

结果发现：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疗效比对照组更好，两

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无明显差异，研究组患

者 MMSE 评分比对照组明显更高，且研究组患者

BEHAVE-AD 各项评分比对照组明显更低。说明盐酸

美金刚联合阿立哌唑对伴有精神行为症状的 AD 患者

疗效好，而且安全性较高，Schmitt 等研究也发现：与

安慰剂相比，盐酸美金刚能改善 AD 患者的认知功能

和精神行为症状 ［13］。表明应用盐酸美金刚治疗能改

善 AD 患者的认知能力及精神症状。可以改善患者的

预后结局 ［14-15］。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观察时间也比较

短，所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果。

综上所述，盐酸美金刚联合阿立哌唑可以提高

伴有精神行为症状的 AD 患者的治疗效果，缓解患者

精神行为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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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两组患者 MMSE 评分对比无明显差异

（P>0.05）；经治疗后两组患者 MMSE 评分相比治疗

前明显更高，其中研究组患者治疗后 MMSE 评分相

比对照组明显更高（P<0.05），见下表 3。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率情况对比

分组 例数 嗜睡 乏力 头晕 锥体外系反应 不良反应率

对照组 40 1（2.50）2（5.00）1（2.50） 1（2.50） 12.5％

研究组 40 1（2.50）1（2.50）1（2.50） 0（0.00） 7.5％

χ2 - - - - - 0.5556

P - - - - - >0.05

2.4　治疗前后患者的 BEHAVE-AD 评分情况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BEHAVE-AD 各项评分对比无

明显差异（P>0.05）；经治疗后两组患者 BEHAVE-

AD 各项评分相比治疗前明显更低，其中研究组患者

治疗后 BEHAVE-AD 各项评分相比对照组明显更低

（P<0.05），见下表 4。
表3　治疗前后患者的MMSE评分情况对比

分组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40 15.1±1.6 20.7±1.4

研究组 40 15.4±1.7 17.4±1.7

t - 0.909 10.596

P - >0.05 <0.05

表4　治疗前后患者的BEHAVE-AD评分情况比较

分组 例数 时间 日夜颠倒 情感障碍 恐惧焦虑 行为混乱 攻击行为 出现幻觉 偏执妄想

研究组 40 治疗前 2.7±0.4 2.3±0.5 1.8±0.3 4.9±2.3 5.1±0.8 1.4±0.5 2.9±0.4

治疗后 1.2±0.2* 1.2±0.4* 1.0±0.2* 2.3±0.4* 1.6±0.4* 0.3±0.1* 1.3±0.3*

对照组 40 治疗前 2.8±0.3 2.4±0.3 1.7±0.4 5.1±2.4 5.3±1.1 1.3±0.3 2.7±0.5

40 治疗后 1.9±0.4 1.7±0.5 1.3±0.2 3.3±1.0 2.4±0.8 0.7±0.2 2.1±0.3
*相比对照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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