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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奈哌齐联合奥氮平对老年痴呆患者行为障碍的影响观察

刘向阳 、 张慧敏 、 尹慧丽 、 刘家梅 、 史建新

【摘要】目的　探讨多奈哌齐联合奥氮平治疗老年痴呆患者行为障碍的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

院老年精神科病区 2015 年 12 月 ~2017 年 12 月收治的老年痴呆症患者 76 例，采用随机数法将其平均

分为两组，其中 A 组 38 例采用多奈哌齐联合奥氮平，剩余 38 例为 B 组仅采用多奈哌齐治疗。比较

在治疗前，治疗后 4 周、6 周、8 周两组患者老年痴呆行为病理评分（BEHAVE-AD），日常生活能力

评分（ALD）和药物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两组患者在治疗后第 6 周和第 8 周 BEHAVE-AD 评分

和 ALD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并且 A 组 ALD 评分在治疗第 6 周和第 8 周均明显高于 B 组，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其中 A 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2.1％，B 组治疗后总有效率为 84.2％，A 组

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26.32％（10/38），B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21.05％（8/18），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治疗总有效率比较差异均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多奈哌齐联合奥氮平比单独使

用多奈哌齐，可有效改善老年痴呆症患者行为障碍尤其是生活自理能力，并且也不增加药物不良反

应发生率，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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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onepezil combined with olanzapine on behavioral disorder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dementia 
　　LIU Xiangyang，ZHANG Huimin，YIN Huili，et al. Geriatric psychiatry，Zhumadian psychosis hospital，Zhu-
madian 46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donepezil combined with olanzapine in the treatment of behav-

ioral disorders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dementia.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76 elderly patients with dementia 

admitted from December 2015 to December 2017 in the elderly psychiatric war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random number method. Among them，38 patients in group A were treated with donepezil and olanzapine. The remain-

ing 38 patients in group B were treated with donepezil. The pathological scores of Alzheimer's disease，daily living 

ability scores and adverse drug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4 weeks，6 weeks，

and 8 weeks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he BEHAVE-AD score and ALD score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at the 6th week and the 8th week after treatment，and the ALD scores of the group A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B group at the 6th and 8th week after treatment.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2.1％ in group A and 84.2％ in group B.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group A 

was 26.32％（10/38），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group B was 21.05％（8/18）. There was no signifi-

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and total effective treat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Donepezil combined with olanzapine can improve the behavioral disorder，especially the self-care ability 

of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and does not increas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drug reactions，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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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随着我国人口老年化趋势加快，老年痴

呆患者数量增加。据报道［1，2］，全球有超过 3500 万

人患老年痴呆症，而中国是世界上老年痴呆患者最

多的国家。目前针对该病多采取综合治疗，包括心

理治疗、运动治疗、药物治疗等。其中药物治疗以

改善患者认知障碍和精神行为异常为主，暂时无法

治愈［3］。我院采取多奈哌齐联合抗精神病药物奥氮

平治疗老年痴呆患者，观察行为障碍改善情况。现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排除标准

1.1.1　纳入标准　（1）所有患者均符合美国精

神协会制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4］中的老

年痴呆症诊断标准；（2）年龄≥ 65 岁；（3）入院前

一周未曾服用精神类药物；（4）患者及家属对本试

验基本了解，签署知情同意书，经我院医学伦理委

员会审核。

1.1.2　排除标准　（1）存在严重心血管、呼吸、

消化及肾脏系统疾病；（2）无法完成视听测试；（3）
存在脑器质损伤；（4）其他精神类疾病或药物依赖。

1.2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老年精神科病区 2015 年 12 月 ~2017
年 12 月收治的老年痴呆症患者 76 例，其中男 21 例，

女 55 例，年龄 65~83 岁，平均年龄 73.67±3.29 岁。

采用随机数法将其平均分为两组，其中 A 组 38 例

采用多奈哌齐联合奥氮平药物治疗，含男 10 例，女

28 例，年龄 65~83 岁，平均年龄 74.21±3.73 岁，平

均病程 3.72±1.28 年，高中文化水平 21 人，大学文

化水平 17 人。剩余 38 例为 B 组仅采用多奈哌齐治

疗，含男 12 例，女 26 例，年龄 65~82 岁，平均年龄

72.88±3.97 岁，平均病程 4.05±1.06 年，高中文化

水平 23 人，大学文化水平 15 人。两组患者在年龄、

性别、病程长短、文化程度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具体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性别（男/女） 年龄（岁） 病程（年）文化程度（高中/大学）

A组 10/28 74.21±3.73 3.72±1.28 21/17

B组 12/26 72.88±3.97 4.05±1.06 23/15

t值 χ2=2.317 1.548 2.086 χ2=2.905

P值 0.0875 0.0901 0.0759 0.0813

1.3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入院后均给予记忆训练、运动理疗，

饮食方案调整为低盐，高钙及优质蛋白。A 组患

者给予奥氮平（国药准字 H20052688），初始剂量

为 2.5mg/d，睡前口服，1 次 / 日，随后根据患者症

状改善和不良反应发生情况逐步增加药物剂量，每

晚不超过 10mg。同时服用多奈哌齐片（国药准字 

H20010723），初始剂量为 5mg/d，睡前口服，1 次

/ 日，随后逐步增加药物剂量，每晚不超过 15mg。B

组患者服用奥氮平方案同 A 组患者。

1.4　观察指标

在治疗前，治疗后 4 周、6 周、8 周对患者进行

评估，评估内容包括：（1）BEHAVE-AD 评分（老

年痴呆症行为病理评定量表），并以此表做为疗效判

断，通过与治疗前比较，BEHAVE-AD 评分减分率

在 60％以上，为显效；减分率在 30％以上为有效；

减分率低于 30％，为无效［5］。总有效率 =（显效 + 有

效）÷ 总例数 ×100％；（2）日常生活能力评定表

（ALD）［6］，包括进食、洗漱、穿衣等日常生活中基

本能力，满分 100，60 分以上表示患者基本可自理，

分数越高说明其生活自理能力越好；（3）TESS（副

反应量表）［7］，对患者服药过程中发生的不良反应情

况记录。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0.0 进行数据分析，计量数据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组内

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计数资料以％表示，采用 χ2

检验，当 P<0.05 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老年痴呆症行为病理评定比较

从表 2 可以看出，两组患者在治疗后第 6 周和

第 8 周 BEHAVE-AD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

后第 4 周、第 6 周、第 8 周组间评分比较差异不显

著，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BEHAVE-AD 评分比较（x±s，n=38）

治疗时间 A组（n=38） B组（n=38） t值 P值

治疗前 19.34±5.59 20.17±5.12 1.014 >0.05

治疗4周 13.27±5.02 14.09±4.87 1.275 >0.05

治疗6周 9.53±4.28* 8.97±4.15* 2.081 >0.05

治疗8周 6.88±3.35* 7.16±2.91* 1.363 >0.05

注：*表示与治疗前相比，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 8 周后总有效率情况

A 组患者治疗后第 8 周显效 20 例，有效 15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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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 3 例，总有效率为 92.1％（35/38）；B 组患者治

疗后第 8 周显效 16 例，有效 16 例，无效 6 例，总有

效率为 84.2％（32/38）；两组患者总有效率比较差异

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P>0.05）。

2.3　两组患者日常生活能力评定情况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两组患者在治疗后第 6 周

和第 8 周 ALD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并且 A 组

ALD 评分在治疗第 6 周和第 8 周均明显高于 B 组，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治疗第 4 周两

组患者组间差异不明显，与治疗前比较差异也不明

显，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ALD 评分比较（x±s，n=38）

治疗时间 A组（n=38） B组（n=38） t值 P值

治疗前 36.75±10.26 37.38±10.49 1.216 >0.05

治疗4周 40.24±10.03 40.82±9.71 1.376 >0.05

治疗6周 51.53±8.27# 45.17±8.68# 2.618 <0.05

治疗8周 56.72±11.41# 48.43±11.92# 3.824 <0.05

注：#表示与治疗前相比，P<0.05。

2.4　两组患者药物副反应情况

从 表 4 中 可 以 看 出 A 组 不 良 反 应 发 生 率 为

26.32％（10/38），B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21.05％

（8/18），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不显著，无

统计学意义（组间比较 χ2=9.107. P=0.1204）。
表4　两组患者TESS副反应情况比较

不良反应 A组（n=38） B组（n=38）

恶心 3 2

腹胀 2 2

便秘 2 3

头晕 3 1

合计 10 8

3　讨论

老年痴呆症高发于 65 岁以上老年人，并且女性

发病率是男性的 3 倍以上［8］。发病后患者常表现出

认知能力下降、日常生活能力下降、记忆减退等，

并有约 80％概率并发精神行为异常，随着病程进展，

给患者家属正常生活带来极大损害［9，10］。药物治疗

可以控制患者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我院研究

多奈哌齐联合抗精神病药物奥氮平治疗本科老年痴

呆患者 38 例，探讨其对患者行为能力的改善情况。

多奈哌齐是治疗老年痴呆症的一种长效药。其

作用机制是通过抑制神经突触间胆碱酯酶活性，从

而增加乙酰胆碱的水解，使得突触间隙中乙酰胆碱

浓度控制在正常范围［11，12］。据研究报道［13］，大脑中

神经递质乙酰胆碱与人类学习、记忆等有关，所以

控制乙酰胆碱浓度可以改善脑区神经传导功能与记

忆功能。从我院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B 组治疗后总

有效率为 84.2％，与 A 组的总有效率 92.1％比较无

差异，说明多奈哌齐治疗有效率较高。针对患者精

神行为异常，我们联合了抗精神病药物奥氮平，可

以看出两组患者在治疗后第 6 周和第 8 周 BEHAVE-

AD 评分和 ADL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并且 A 组

ADL 评分在治疗第 6 周和第 8 周均明显高于 B 组。

说明无论是单独使用多奈哌齐，还是联合奥氮平，

都可以改善患者认知能力。而联合奥氮平比单独使

用多奈哌齐在改善患者行为能力水平，尤其是生活

自理能力上更出色，有助于减轻患者家属的生活负

担。这一结果可能与奥氮平可以拮抗神经传导系统

中 5- 羟色胺 2（5-HT2）、多巴胺 D2、D3、D3 受体，

并选择性减少脑边缘系统多巴胺能神经元放电，而

对纹状体的运动功能通路影响很小有关［14，15］。但是

奥氮平在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时常伴有不良反应，

而从我院研究结果可以看出，A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为 26.32％（10/38），B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21.05％

（8/18），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不显著。考

虑在联合用药时，我们初始剂量较小，从 2.5mg/ 日

开始，并且最高剂量不超过 10mg，而其他精神类疾

病单独使用奥氮平剂量可达 20mg［16］。另一方面，多

奈哌齐直接作用于脑内乙酰胆碱，对心肌等其他脏

器的乙酰胆碱无作用，也一定程度上减少不良反应

的发生［17］。

综上所述，多奈哌齐联合奥氮平比单独使用多

奈哌齐，可有效改善患者行为障碍尤其是生活自理

能力，并且也不增加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值得在

临床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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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脂影响轻微。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观察时间也

比较短，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李四冬，阳前军，陈钰，等 . 家庭综合干预对精神分裂症

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J］.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2014，41
（4）：202-204.

2. 聂所成，刘长成，肖寒，等 . 阿米舒必利和舒必利治疗以

阴性症状为主的老年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随机对照研

究［J］. 中国医药导报，2016，13（29）：140-143.

3. 汪卫华，刘丽，李光耀，等 . 阿立哌唑治疗奥氮平所致精

神分裂症患者体质量增加的随机双盲对照研究［J］. 临床精

神医学杂志，2016，26（2）：89-91.

4. 卫生部卫生统计信息中心 . 国际疾病分类（ICD--10）应用

指导手册［M］. 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1：16-18.

5 .  司 天 梅 ， 杨 建 中 ， 舒 良 ， 等 .  阳 性 和 阴 性 症 状 量 表

（PANSS，中文版）的信、效度研究［J］. 中国心理卫生杂

志，2004，18（1）：45-47.

6. 牛莉莉，温科奇，熊鹏，等 . 首发精神分裂症治疗前后血

清 NGF、BDNF、GFAP 与临床症状的相关性研究［J］. 精

神医学杂志，2015，28（1）：10-12.

7. 何国琪，占建华 . 宁神温胆汤与阿立哌唑治疗以阴性症状

为主的精神分裂症疗效和安全性对照研究［J］. 中华中医药

学刊，2016（5）：1265-1268.

8. 陈帅，陈帅 .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在运动锻炼促进缺血性

卒中患者恢复中的作用［J］. 国际脑血管病杂志，2018，26
（5）：363-367.

9. 万齐根，占瑾琼，杨远坚，等 . 阿立哌唑对精神分裂症患

者临床症状及血清神经营养因子水平的影响［J］. 中国神经

精神疾病杂志，2018，44（4）：217-221.

10. 李轶琛，马筠，徐汉明，等 . 阿立哌唑联合治疗对奥氮平

治疗后体重增加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脂联素和瘦素水平影响

［J］. 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2016，42（7）：410-414.

11. 陈景华 . 阿立哌唑与奥氮平治疗首发精神分裂症疗效

及对糖脂代谢影响［J］.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15，24
（21）：2339-2341.

（收稿日期：2019 年 4 月 19 日）

上接第 99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