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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伴发重度精神行为症状致严重伤害家人一例

于　雪 、 张　冉 、 孙达亮 

【摘要】报道并探讨一例痴呆伴发的精神行为症状的患者严重伤害家人的病例，以提高对该病的

认识。该病伴发重度精神行为症状较为少见，值得临床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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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茨海默病性痴呆（Alzheimer disease，AD）

是影响公众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约 80％ 痴呆患

者在病程中表现非认知性的行为和精神异常，其中

最严重的是躯体性攻击行为［1，2］，大大增加了护理

的难度［3］。在我院住院期间观察到 AD 伴发重度精

神行为症状（behavioral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of 

dementia BPSD）致严重伤害家人一例，由于该案例

临床较为少见，故现报告如下。

1　病例

患者男，83 岁，汉族，大专文化。因“近记忆力

明显减退，生活自理能力下降 2 年，多疑，行为怪异

1 年余”于 2018 年 11 月 29 日首次住我院治疗。患者

2016 年初无明显诱因逐渐出现近记忆力减退，生活自

理能力明显减退。2017 年 6 月患者逐渐出现多疑和凭

空闻声，认为儿媳妇偷他的钱，故突然离家去外地生

活。认为有人偷他东西、有人要枪毙他。能凭空听到

养母喊他。入院前 1 周，患者认为自己吃的降压药物

有问题而拒服药物。行为异常，用家里的摆设撞玻璃

窗。入院当日，患者突然认为自己儿媳要害自己，故

想杀死儿媳，就用开水把儿媳烫成重伤，事后患者可

回忆，并觉十分后悔。既往体健。出生上海，母孕期

不详，否认童年不良遭遇，病前性格内向，不善言谈。

否认烟酒嗜好及有毒有害物质接触史。适龄结婚，目

前已丧偶。否认两系三代中精神疾病史。入院体格检

查未见明显异常。精神检查：意识清晰，年貌相符，

定向力完整，生活自理方面需家人督促协助，接触尚

可，对答尚切题，语速稍慢，语调正常，注意欠集中，

自知力缺失，对自己的疾病无正确认识，查及幻听，

未查及感知综合障碍，思维内容荒谬，查及关系妄想，

被害妄想。记忆力减退，尤以近记忆力减退明显，智

能（理解判断，一般常识，计算力）减退，情绪偶有

不稳，院外有严重的突然冲动伤人致残行为。意志减

退。睡眠尚可。入院后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Mini-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测评 20 分，中度痴呆。

入院诊断为 AD。鉴别诊断：①老年良性健忘症：患者

记忆力减退，但经提示仍然不能回忆起，且日常生活

能力下降，需要照顾，暂排除；②谵妄状态：患者情

绪不稳，但意识清晰，暂排除；③精神分裂症：患者

目前以记忆力及自理能力减退为主，虽有多疑及凭空

闻声，但为认知下降伴发的 BPSD，排除；④心境障

碍：患者无情绪高涨及低落，排除；⑤血管性痴呆：患

者老年起病，存在认知障碍，否认脑器质性疾病，排

除；⑥额颞叶痴呆：患者目前以记忆力下降及幻觉妄

想为主，人格改变及失语不明显，排除；⑦路易体痴

呆：患者否认幻视，且无明显的椎体外系等运动系统

改变，排除；⑧麻痹性痴呆：否认梅毒螺旋体感染史，

且无慢性脑膜炎体征，排除。鉴于患者年龄大，既往

未使用过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入院予小剂量多奈哌齐

2.5mg qn 改善认知，小剂量氨磺必利 50mg qn 改善精

神症状。入院第 5 天，患者情绪较前稳定，为加强认

知障碍改善，予多奈哌齐加量至 5mg qn 治疗。入院

第 11 天，患者情绪稳定，幻听及妄想内容明显减少，

MMSE 量表测评分值 25 分，较入院前增高，患者家

属办理出院。   

2　讨论 
BPSD 的发生与脑器质性病变、认知功能损害以

及社会心理因素有关，其中脑器质性病变是 BPSD 的

主要原因。有学者认为，AD 患者病理损害可能与胆

碱能神经元有关［4，5］。有研究表明，BPSD 的发生可

能与不同神经元群体的丧失有关，如海马旁回和中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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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核的特异性神经递质，包括 DA 和 5-HT［6，7］，而抑

郁和攻击性行为，则与 5-HT2A 受体的丧失有关［8］。

治疗 BPSD 是为了使患者症状减轻，提高患者的

生活质量以及安全性，降低危险因素，使患者家属

或照料者便于护理。症状为轻度时，相对危险系数

小，尽可能通过非药物治疗，如活动干预，感官刺激，

认知心理刺激，社会情感支持等。对于出现攻击暴

力等危险行为症状严重时，需要使用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痴呆 BPSD 的几条原则［9］：（1）治疗一

定要针对靶症状，切忌无的放矢或盲目用药；（2）

以最小有效量治疗；（3）促认知药物作为基础用药；

（4）伴有激越等危险行为时权衡利弊下谨慎使用抗

精神病药（美国 FDA 警示）；（5）对疗效及时评估以

及随病情变化随时调整药物治疗方案；（6）定期监测

躯体检查指标，对药物常见不良反应重点密切监测。

AD 伴发重度 BPSD 致残行为报道较少，有研究

证明，BPSD 和潜在的认知障碍可作为预测因子和临

床诊断标志［10］，并有助于早期发现 AD，早期干预疾

病发展，值得临床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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