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喹硫平联合多奈哌齐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认知功能及 
单胺类递质水平的影响

张慧敏 1 、 赵彥玲 2 、 华元元 1 、 肖淑楠 1  

【摘要】 目的　探讨喹硫平联合多奈哌齐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疗效。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

法将我院 89 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分组，对照组 44 例给予多奈哌齐治疗，观察组 45 例增加喹硫平联

合治疗，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后 5- 羟色胺（5-HT）、去甲肾上腺素（NE）、多巴胺（DA）、脑血管储备

功能（CVR）、精神症状评分（NPI）、认知功能评分（MMSE）、日常生活能力（ADL）、临床疗效及安

全性。结果　观察组治疗后 BHI 值、DA、NE、5-HT 水平、ADL、MMSE 评分及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NPI 评分低于对照组（P< 0.05）；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无明显区别（P> 0.05）。结论　喹硫平联合多奈

哌齐能够有效调节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单胺类神经递质水平，改善脑血管储备功能及精神行为症状，

促进认知功能恢复，提升日常生活能力，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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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quetiapine combined with donepezil 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monoamine neurotransmitter lev-
els in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ZHANG Huimin，ZHAO Yanling，HUA Yuanyuan，et al. Department 
of Neurology，8th People's Hospital of Anyang City（Tangyin County People's Hospital），Tangyin 45615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icacy of quetiapine combined with donepezil in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Methods  A total of 89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in our hospital were enrolled and divided to two groups 

randomly. Forty-four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donepezil.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45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quetiapine combined with donepezil. The level of serotonin（5-HT），norepinephrine（NE），dopamine（DA），

cerebrovascular reserve function（CVR），NPI scores，cognitive function score（MMSE），daily living ability（ADL），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i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BHI，DA，NE，5-HT，ADL，

MMSE scores and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NPI 

score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in the two group was no differ-

ence（P>0.05）. Conclusion  Quetiapine combined with donepezil can effectively regulate monoamine neurotransmitter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improve cerebral vascular reserve function and mental behavior symptoms，

promote cognitive function recovery，improve daily living ability，and have high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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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神经系统退行

性疾病，患者以老年人最为多见，以全面性痴呆为

主要临床表现 ［1］。目前主要是通过药物进行对症治

疗，多奈哌齐是常用的一种，它主要通过调节胆碱

能神经功能来改善患者症状，但治疗效果并不能完

全令人满意［2］。喹硫平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

在改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认知功能中亦有着较佳的

治疗效果［3］，本研究旨在观察喹硫平联合多奈哌齐

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1 月～2018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 89
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经血液学、神经心理学测验、

神经影像学检查、脑电图等检查确诊，符合阿尔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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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默病诊断标准［4］，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

知情。排除既往精神病史，药物禁忌症患者，合并

恶性肿瘤患者。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对照组 44
例，男 19 例，女 25 例；年龄 61～87 岁，平均（73.71
±7.06）岁；病程 1～5 年，平均（2.91±0.33）年；受

教育年限 9～20 年，平均（14.30±1.03）年。观察

组 45 例，男 21 例，女 24 例；年龄 63～88 岁，平均

（73.69±7.11）岁；病程 1～6 年，平均（2.95±0.36）

年；受教育年限 9～20 年，平均（14.33±1.06）年。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

可比性。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予多奈哌齐（国药准字 H20070181，

规格 5mg*7s*1 板）口服，5mg/ 次，1 次 /d，30d 后

将剂量调整至 10mg/ 次，1 次 /d；观察组患者在此

基础上增加喹硫平（国药准字 H20030742，规格

0.1g*30s）口服，首日剂量 50mg，次日 100mg，第三

日 200mg，3 日后 300～450mg/d，均分两次服用，两

组患者均持续治疗 3 月，并对比疗效。

1.3　观察指标

（1）单胺类递质水平：空腹下抽取肘静脉血

5mL，采用酶联免疫法检测患者治疗前后多巴胺

（DA）、去甲肾上腺素（NE）、5- 羟色胺（5-HT）水

平；记录检测结果并进行对比；（2）脑血管储备功能

及精神行为症状比较：分别采用屏气试验检测屏气

指数（BHI）及神经精神科问卷评分（NPI）评价患者

脑血管储备功能及精神行为症状，BHI 采用经颅多

普勒进行检测，参数设置：滤波设定为 100Hz，取样

容积设置为 12mm，增益调整为 11db，能量调节为

100J，患者取仰卧位，屏蔽声光刺激，平静 5min 后

开始测定，所测结果水平越高，提示患者脑血管储

备功能越佳；NPI 评分包含 12 项内容，分别为妄想、

攻击行为、幻觉、焦虑、心境不悦、异常举动、情

绪高昂、饮食变化等，每项分别采用发生频率及严

重程度进行评价，其中发生频率 1-4 分，严重程度

1-3 分，两者相加即为总分，分数越高症状越严重；

（3）认知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比较：依据简易智力

状态检查量表（MMSE）及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

评分进行评价，MMSE 评分包含语言、即刻记忆、

视空间等 7 大项 30 条内容，满分 30 分，＞ 27 分为

正常，分数越高提示患者认知功能越好；ADL 评分

包括大小便、吃饭、活动、穿衣、上下楼梯等 10 项

内容，总分 100 分，分数越高提示患者日常生活能

力越佳；（4）临床疗效 显效：治疗后，MMSE 评分

较治疗前提升幅度 >20％；有效：MMSE 评分提升率

10％-20％；无效：未达有效标准［5］；（5）对比不良

事件发生率。

1.4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处理，计数、计量

资料以［n（％）］、（x±s）表示，χ2、t 检验，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单胺类递质水平比较

观察组治疗后 DA、NE、5-HT 水平均高于对照

组患者（P<0.05），见表 1。
表1　血清神经递质水平比较（x±s，ng/L）

组别 时间 DA NE 5-HT

对照组
（n=46）

治疗前 5.19±0.66 41.87±5.22 230.02±32.02

治疗后 7.33±0.69△ 70.06±6.15△ 308.61±36.15△

观察组
（n=47）

治疗前 5.18±0.68 41.93±5.25 230.05±32.05

治疗后 9.93±0.77△▲ 88.09±7.12△▲ 403.33±39.79△▲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脑血管储备功能及精神行为症状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BHI 值高于对照组患者，NPI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2　BHI及NPI评分对比（x±s）

组别 时间 BHI NPI（分）

对照组（n=44） 治疗前 0.88±0.20 73.19±6.02

治疗后 0.97±0.28△ 35.99±4.56△

观察组（n=45） 治疗前 0.90±0.18 73.21±6.05

治疗后 1.41±0.35△▲ 26.26±3.81△▲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3　认知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比较

对照组患者治疗后 MMSE、ADL 评分均显著低

于观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3　MMSE及ADL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MMSE ADL

对照组（n=44） 治疗前 13.66±2.33 53.97±5.88

治疗后 17.99±2.11△ 72.96±7.11△

观察组（n=45） 治疗前 13.69±2.29 53.88±5.92

治疗后 22.20±1.88△▲ 86.15±10.36△▲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4　临床疗效

观察组总有效率 91 .11 ％高于对照组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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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0％，（P<0.05），见表 4。
表4　临床疗效对比［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44 26（59.09） 7（15.91） 11（25.00） 33（75.00）

观察组 45 30（66.67） 11（24.44） 4（8.89） 41（91.11）

注：与对照组比较，χ2=4.1208，*P=0.0424<0.05。

2.5　安全性

两 组 患 者 治 疗 期 间 不 良 事 件 发 生 率 分 别 为

11.11 ％及 11.36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5。
表5　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腹泻 恶心 眩晕 合计

对照组 44 2（4.55） 2（4.55） 1（2.27） 5（11.36）

观察组 45 1（2.22） 3（6.67） 1（2.23） 5（11.11）*

注：与对照组比较，χ2=0.0014，*P=0.9699>0.05。

3　讨论

阿尔茨海默病起病隐匿，病情进行性发展，严

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尚无特效治疗方法，目前

主要通过药物控制症状［6］。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与

中枢神经系统乙酰胆碱合成障碍进而引起脑组织微

循环障碍有着重要关联 ［7］。多奈哌齐属于中枢乙酰

胆碱酯酶抑制剂，能够有效减缓突触间隙乙酰胆碱

的分解速度，抑制乙酰胆碱酯酶活性，增加乙酰胆

碱水平，减轻β- 类淀粉蛋白神经毒性及氧自由基神

经变性效用，同时能够提升患者机体脑组织血流量，

减轻神经元功能损伤，以达到改善患者认知功能的

效用［8］。方玲娟等［9］学者研究表明，盐酸多奈哌齐

可以明显改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认知功能及生活

质量。脑血管储备功能主要是用于判定脑血流稳定

性的一组指标，而脑血管调节功能异常与阿尔茨海

默病的发生发展均有着密切关联，监测患者颅内动

脉血流速度变化，对于明确患者治疗效果有着重要

的指导意义。    

本研究发现：对照组患者治疗后 BHI 值、NPI、

MMSE、ADL 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提示多奈哌

齐能够有效改善患者脑血管储备功能，控制患者精

神行为症状，促进认知功能恢复，进而提升患者的

日常生活能力。认知功能与单胺类神经递质水平有

着密切关联［10］，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表现为单胺类

神经递质水平降低，通过监测患者治疗前后血清单

胺类神经递质水平变化，能够明确判定患者的治疗

效果及预后。

喹硫平是临床上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常用药物，

能够调节多巴胺水平，以控制患者精神行为症状，

有效消除患者行为异常，改善认知功能，本研究发

现：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DA、NE、5-HT 水平、BHI 值、

MMSE、ADL、NPI 评分改善效果均显著优于对照组

患者，提示在多奈哌齐治疗的基础上，联合喹硫平

能够更为有效的改善患者血清单胺类递质水平，协

同作用下进一步改善患者脑血管储备功能，控制患

者精神行为症状，促进认知功能恢复，进而提升患

者日常生活能力，同时患者治疗期间不良事件发生

率并无明显提升，提示联合治疗依然有着较佳的安

全性。李婷等［11］学者对 32 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应用

喹硫平治疗结果显示，患者精神行为症状及认知功

能均得到显著改善，沈建根等［12］学者研究显示，在

多奈哌齐治疗基础上联合喹硫平能够更为有效的改

善患者远期认知障碍，消除患者精神行为症状，与

本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喹硫平通过调节单胺类神经递质水

平、阻断 D2 受体，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效果显著，联

合多奈哌齐能够更为有效的控制患者精神行为症状，

改善机体脑血管储备功能及认知功能，提升患者日

常生活能力，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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