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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戊酸钠联合利培酮对癫痫性精神障碍患者血清 25（OH）D3、糖脂代谢
及睡眠质量的影响

赵 　磊 、 李会林 、 闻公灵 、 张保朝

【摘要】目的　探讨丙戊酸钠联合利培酮对癫痫性精神障碍患者血清 25-（OH）D3、糖脂代谢与

睡眠障碍的影响。方法　纳入 2016 年 4 月至 2018 年 12 月南阳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收治的癫痫性精

神障碍患者 102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51 例；观察组采用丙戊酸钠 +

利培酮治疗，对照组采用丙戊酸钠 + 安慰剂治疗，连续治疗 3 个月；观察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的阳

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和匹茨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

评分，检测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空腹血糖、血清 25-（OH）D3 水平变化。结果　治疗后，

观察组 PANSS 阳性症状、阴性症状和 PSQI 评分低于对照组（P< 0.05）；两组患者血清 TG、TC、FBG

水平均较治疗前升高，25-（OH）D3 水平较前降低，且观察组糖脂代谢水平低于对照组，25-（OH）

D3 水平高于对照组（P> 0.05）；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丙戊酸钠联合利培酮治疗癫痫性精神障碍疗效显著，改善患者睡眠质量；但治疗期间需要注

意监测血脂、血糖、血钙浓度变化，减少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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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odium valproate combined with risperidone on serum 25（OH）D3，glucose and lipid metab-
olism and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epileptic mental disorder　　ZHAO Lei，LI Huilin，WEN Gongling，et 
al. Nanyang Central Hospital，Nanyang 47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sodium valproate combined with risperidone on serum 25
（OH）D3，glucose and lipid metabolism and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epileptic mental disorder. Methods　A 

total of 102 patients with epileptic mental disorders admitted in the Department of Neurology，Nanyang Central Hospi-

tal from April 2016 to December 2018 were include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with 51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sodium valproate + risperidone，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sodium valproate + placebo.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mptom scale（PANSS），simple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scale（MMSE）and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scores in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were observed，and the changes of serum lipid，fasting blood glucose 

and 25 -（OH）D3 levels i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detected and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positive symptoms，negative symptoms and PSQI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Serum levels of TG，TC and FBG in both group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nd 25-（OH）D3 level was lower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the glucose and lipid metabolism level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25-（OH）D3 level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Valproate sodium combined with risperidone is effective in the treatment of epileptic mental disorder and 

improves the sleep quality of patients. However，during the treatment，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monitor chang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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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Epilepsy，EP）作为一种反复发作的慢性

脑功能障碍性疾病，是神经内科的第二常见病。癫

痫的反复发作会对大脑功能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

造成心理、认知、社会功能的缺失，进而发展为癫

痫性精神障碍。研究表明［1］，约 28.9％～74.4％的癫

痫性精神障碍患者会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癫

痫性精神障碍的治疗过程中医生往往对于存在睡眠

障碍的患者格外注意，用药方面也具有一定针对性；

由于目前治疗癫痫性精神障碍的药物众多，效果不

一，且多数治疗癫痫性精神障碍的药物存在副作用

大、患者耐受度不高的情况，特别是对糖脂代谢和

维生素 D 代谢的影响。丙戊酸钠（Valproate，VAP）

作为一种治疗癫痫的常用药物，已经证实其能够影

响患者的维生素 D 代谢，造成小儿骨发育不良［2］；利

培酮作为新一代的抗精神类药物，目前其相关研究

尚不明确，为此笔者团队进行了一项对照研究，旨

在探讨丙戊酸钠联合利培酮对癫痫性精神障碍患者

血清 25-（OH）D3、糖脂代谢与睡眠障碍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 年 4 月至 2018 年 12 月南阳市中心医

院神经内科收治的癫痫性精神障碍患者 102 例为主

要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

与诊断标准》中癫痫性精神障碍相关诊断标准［3］；②

中文版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表（PSQI）评分 >7 分；

③年龄≥ 18 岁；④既往 3 个月未服用对糖脂代谢和

维生素 D 代谢有影响的药物；⑤认知状态能够完成

问卷评估；⑥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合

并严重的心肝肺肾功能障碍者；②合并高脂血症、糖

尿病、低钙血症者；③不能坚持服药和坚持随访者。

本研究上报医院伦理委员会并获得批准；按照随机数

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51 例；两组患

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

可比性，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组别 性别（男/女） 平均年龄（岁） PSQI评分（分） 病程（月）MMSE评分（分）
PANSS阳性
症状（分）

PANSS阴性
症状（分）

一般精神病
理状况（分）

观察组（n=51） 27/24 35.72±8.91 12.23±2.79 2.98±1.35 20.81±3.64 26.44±5.38 24.50±6.03 41.27±7.46

对照组（n=51） 26/25 35.98±8.77 12.31±2.64 3.01±1.40 20.75±4.13 26.72±5.51 24.03±5.86 41.36±7.15

t/χ2 0.039 0.149 0.148 0.110 0.078 0.259 0.399 0.062

P 0.843 0.882 0.882 0.912 0.938 0.796 0.691 0.951

1.2　方法

观察组给予丙戊酸钠 + 利培酮治疗：丙戊酸钠片

（国药准字 H43020874，0.2×100 片），起始剂量 0.4g/

d，根据患者耐受程度和病情变化逐渐加量，在 1～2
周内加至 0.8-1.2g/d，维持；利培酮片（国药准字

H20061072，1mg×20 片），起始剂量 1mg/d，根据患

者耐受程度和病情变化在 2 周后逐渐加至 4～6mg/d，

维持；对照组给予口服丙戊酸钠（剂量、用法同观察

组），另辅以与利培酮相同物理状态的安慰剂治疗（剂

量模仿利培酮片）。两组患者均连续治疗 3 个月。

1.3　观察指标 

（1）采用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评估患者认知功能变化，

包含定向力、记忆力、注意力和计算力、回忆力、

语言能力 5 项内容，总分 30 分，<27 分认为存在认

知功能障碍，得分越低说明认知功能越差；（2）采用

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ANSS）评估患者精神状态变化，包括阳性

症状、阴性症状和一般精神病理量表，得分越高

说明精神症状严重；（3）采用中文版匹兹堡睡眠

质量指数表（Chines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评估患者睡眠质量变化，包其内包含睡眠时

间、睡眠效率、催眠药物、入睡时间等 7 项内容，

得分范围为 0～21 分，得分 >7 分存在睡眠障碍，得

分越高说明睡眠质量越差；（4）分别于治疗前、治

疗结束后抽取患者晨起空腹静脉血 5ml，离心后取

blood lipid，glucose and calcium concentration to reduce adverse reactions.

【Key words】 Risperidone；Sodium valproate；Epilepsy mental disorder；Glucose and lipid metabolism；Sleep 

dis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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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患者 TESS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TESS评分比较

组别
体重
增加

便秘 嗜睡
食欲
减退

肌张力
障碍

口干
视力
模糊

总发生
率

观察组（n=51） 2 2 0 1 0 2 1 8（15.68）

对照组（n=51） 2 1 1 1 0 1 1 7（13.73）

χ2 0.078

P 0.779

3　讨论

研究表明［4］，癫痫性精神障碍患者罹患睡眠障

碍的风险增加，睡眠障碍又会反作用于患者，增加

癫痫发作次数。在药物治疗方面，丙戊酸钠作为抗

癫痫药物在临床上应用已有 50 年之久，其疗效已经

获得公认。但由于其副作用较多，备受医生和患者

的诟病。利培酮作为新一代的抗精神类药物，近年

来在癫痫性精神障碍治疗方面显示出了一定的疗效。

临床实践表明［5］，在抗癫痫药物的使用过程中患者

的糖脂代谢和骨代谢会出现一定的异常，部分患者

会因此罹患糖尿病、高脂血症等慢性疾病，严重影

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研究针对癫痫性精神障

碍的治疗药物对糖脂代谢和骨代谢特别是维生素 D

水平的影响逐渐成为近年来的热点问题。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PANSS 阳

性症状、阴性症状评分低于对照组，提示丙戊酸钠

联合利培酮效果比单一使用丙戊酸钠效果显著；利

培酮作为苯并异恶唑衍生物，其作用机制是通过拮

上层血清，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患者甘油三

酯（Triglyceride，TG）、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

TC）、空腹血糖（Fasting blood glucose，FBG）水平；

采用放射免疫法测定血清 25-（OH）D3 水平；（5）

采用副反应量表（Treatment Emergent Symptom Scale，

TESS）评估患者治疗期间出现不良反应情况。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0.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

用（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

用 n（％）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后 PANSS、MMSE 和 PSQI 评

分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 PANSS 阳性症状、阴性症状和

PSQI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而一般精神病理状况

和 MMSE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糖脂代谢及血清 25-

（OH）D3 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 TG、TC、FBG 和 25-

（OH）D3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后，两组患者血清 TG、TC、FBG 水平均较治疗前升

高，25-（OH）D3 水平较前降低，且观察组糖脂代

谢水平低于对照组，25-（OH）D3 水平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3。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后PANSS、MMSE和PSQI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PANSS阳性症状 PANSS阴性症状 一般精神病理状况 MMSE评分 PSQI评分

观察组（n=51） 11.20±3.63 12.74±4.15 37.88±5.43 26.89±1.63 8.14±2.33

对照组（n=51） 17.58±3.48 16.49±4.26 38.94±6.82 26.31±1.66 9.46±2.59

t 9.060 4.503 0.868 1.780 2.706

P 0.000 0.000 0.387 0.078 0.008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糖脂代谢及血清25-（OH）D3水平比较

组别
TG（mmol/L） TC（mmol/L） FBG（mmol/L） 25-（OH）D3（ng/m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n=51） 1.17±0.73 1.47±0.65* 3.83±1.14 4.72±0.94* 4.91±1.54 5.67±1.43* 85.42±22.79 75.92±17.44*

对照组（n=51） 1.19±0.62 1.89±0.63* 3.88±1.17 5.73±1.21* 4.95±1.62 6.45±1.52* 82.39±24.65 67.15±15.88*

t 0.149 3.313 0.219 4.707 0.128 2.669 0.645 2.465

P 0.882 0.001 0.827 0.000 0.899 0.008 0.521 0.015

注：与治疗前相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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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5-HT2A 和 D2 受体，进而改善谷氨酸功能异常，

增强受 D2 拮抗剂对条件化回避的阻断作用；研究

表明［6］，大脑前额叶 DA 功能降低与精神障碍阴性

症状和认知功能障碍存在相关性，利培酮可以通过

5-HT2A 受体调节 DA 神经元冲动的发放，起到改善

阳性症状和阴性症状的目的。在睡眠障碍方面，观

察组患者治疗后 PSQI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提示联

合用药可显著改善患者睡眠质量；前文提到癫痫性精

神障碍患者罹患睡眠障碍的风险增加，而伴有睡眠

障碍的患者大脑异常放电次数也会增加，由此形成

恶性循环；睡眠障碍引发癫痫的机制目前尚不明确，

有研究显示［7］，睡眠减少和低氧能够诱发癫痫再发

作，另外，合并呼吸暂停睡眠功能障碍的患者由于

存在低氧血症，可引起交感 - 迷走神经失衡，造成

大脑皮层异常放电。利培酮作为新一代抗精神病药

物，其与 5-HT2 受体和多巴胺受体的亲和力均较好，

且能同时与肾上腺素能受体结合，起到改善睡眠的

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两组患者血清 TG、

TC、FBG 水平均较治疗前升高，25-（OH）D3 水平

较前降低，且观察组糖脂代谢水平低于对照组，25-

（OH）D3 水平高于对照组；这可能是两者在影响

相关代谢指标的位点方面存在一定拮抗性，进而减

少了影响程度；关于丙戊酸钠影响骨代谢的研究发

现［8，9］，长期暴露于丙戊酸钠的成纤维细胞中骨胶原

蛋白和骨结合素明显下降，而这两种蛋白在骨代谢

中起着关键作用；另外，在儿童癫痫患者的研究中发

现［10］，VPA 会降低细胞色素 P450 酶活性，导致维生

素 D 缺乏，影响钙吸收。而关于利培酮对糖脂代谢

的研究指出［11］，由于利培酮对组胺 H1 受体和胆碱能

受体作用较小，对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血糖、血

脂及体质量影响较小。在不良反应方面，两组患者

并未出现差异性的不良反应，考虑可能与样本量较

小有关。

综上所述，丙戊酸钠联合利培酮治疗癫痫性精

神障碍疗效显著，改善患者睡眠质量；治疗期间需要

注意监测血脂、血糖、血钙浓度变化，减少不良反应。

但限于样本量较少，后期需要大样本多中心进一步

论证此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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