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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金刚联合奥氮平治疗阿尔茨海默病伴精神行为症状的效果分析

李晓红 1 、 王学军 1 、 李文波 2

【摘要】 目的　探讨盐酸美金刚片联合奥氮平治疗阿尔茨海默病（AD）伴精神行为症状的效果。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1 月～2018 年 11 月期间本院收治的 146 例 AD 伴精神行为症状患者，随机分为

观察组（n=73）和对照组（n=73）。对照组患者给予单药奥氮平治疗，观察组患者给予盐酸美金刚片

联合奥氮平治疗。比较两组治疗疗效，于治疗前后采用神经精神科问卷（NPI）、痴呆病理行为评定

量表（Behave-AD）评价患者精神行为症状，采用简易智力状态量表（MMSE）评价患者认知功能，

比较两组睡眠质量及治疗期间不良反应。结果　观察组精神行为症状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治疗 12 周后，观察组 NPI、Behave-AD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MMSE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观察

组总睡眠时间和睡眠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睡眠潜伏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食欲减

退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盐酸美金刚片联合奥氮平治疗 AD 伴精神行为症状能有

效改善患者精神行为症状、认知障碍，提高睡眠质量，且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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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memant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combined with olanzapine on AD with mental behavioral symptoms
　　LI Xiaohong，WANG Xuejun，LI Wenbo. Luoyang Rongkang Hospital，Luoyang 471013，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memant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combined with olanzapine inn 

the treatment of Alzheimer’ s disease（AD）with mental behavioral symptoms. Methods　A total of 146 AD patients 

with mental behavioral symptoms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from November 2016 to November 2018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n=73）and control group（n=73）.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monotherapy of 

olanzapine，and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memant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combined with olanzapine. The thera-

peutic efficacy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the mental behavioral symptoms of 

patients were evaluated by the neuropsychiatric inventory（NPI）and the Behavioral Pathology Disease Rating Scale-

Alzheimer’ s disease（Behave-AD），and the cognitive function was evaluated by the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and the sleep quality and adverse reactions during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of psychobehavioral symptoms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After 12w of treatment，the scores of NPI and Behave-AD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obviously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while the MMSE score wa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and the total sleep 

time and sleep efficiency were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and the sleep latency was obviously short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0.05）. The incidence rate of loss of appetite loss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Memant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combined with olanzapine for AD with 

mental behavioral symptom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mental behavior symptoms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and promote 

sleep quality，and has high safety.

【Key Words】Memant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Olanzapine；Alzheimer’ s disease；Mental behavioral symptoms；

Cognitive function；Sleep dis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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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 sdisease，AD）是引起

中老年人痴呆的神经系统疾病，以记忆功能障碍为

主要特征，并常伴有不同程度精神行为症状。随着

精神行为症状的恶化，患者认知功能及睡眠也会受

到影响［1］。盐酸美金刚片和奥氮平是治疗 AD 的常用

药物，两者均能有效治疗 AD［2，3］，但盐酸美金刚片

联合奥氮平治疗 AD 伴精神行为症状的相关研究较

少，且既往大多数研究在药物对患者精神睡眠障碍

的探讨较少。故本研究以 AD 伴精神行为症状患者为

研究对象，观察盐酸美金刚片联合奥氮平治疗对患

者精神症状、认知和睡眠障碍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 年 11 月～2018 年 11 月期间本院收

治的 146 例 AD 伴精神行为症状患者，随机分为观

察组（n=73）和对照组（n=73）。观察组中男性 32
例，女性 41 例，平均年龄（65.38±7.54）岁，平均

病程（22.16±7.39）个月，平均教育年限（8.58±

2.37）年。对照组中男性 34 例，女性 39 例，平均年

龄（66.71±7.90）岁，平均病程（24.01±7.85）个月，

平均教育年限（8.77±2.12）年。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无明显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获得本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家属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纳入标准：（1）符合 AD 诊断标准［4］；（2）年龄

50 岁以上；（3）入组前 3 个月未采用抗精神病或 AD

药物治疗；（4）痴呆病理行为评定量表（behavioral 

pathology disease，Behave-AD）评分 8 分以上，简

易智力状态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 M S E ） 评 分 24 分 以 下 ， H a c h i n s k i 缺 血 量 表

（Hachinski Ischemic Scale，HIS）评分 4 分以下。排

除标准：（1）对本研究涉及药物过敏者；（2）伴有严

重躯体疾病者；（3）具有精神疾病史者；（4）情绪所

致假性痴呆或其他脑器质性疾病所致痴呆。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单药奥氮平（批号：C199468）

治疗，每晚口服 2.5 mg，然后根据患者症状调整用

量，最高剂量不能超过 10 mg/ 日。观察组患者给予

盐酸美金刚片联合奥氮平治疗，奥氮平用药方式与

剂量同对照组，盐酸美金刚片（批号：363911）第一

周 5 mg/ 日，第二周 10 mg/ 日，第二周 15 mg/ 日，第

四周 20 mg/ 日，此后以 20 mg/ 日维持治疗。

1.3　观察指标

（1）治疗 12 周后，根据 Behave-AD 量表评分情

况评价患者治疗疗效，痊愈：分数降低＞ 75％，有

效：分数降低 25％～75％；无效：分数降低＜ 25％。

总有效率 = 痊愈率 + 有效率；（2）采用神经精神科

问卷（neuropsychiatric inventory，NPI）和 Behave-AD

量表评价患者精神行为症状。NPI 量表和 Behave-

AD 量表总分越高代表患者精神行为症状越严重；

（3）采用 MMSE 量表评价患者认知功能，总评分越

高代表认知功能越强；（4）采用 SOMTE-32 型睡眠

监测仪（康迪公司，澳大利亚）进行多导睡眠监测

（Polysomnography，PSG），记录两组总睡眠时间、睡

眠潜伏时间和睡眠效率。

上述量表均在治疗前、治疗第 4 周、治疗第 12
周对两组患者进行评分，治疗过程中记录患者出现

的不良反应。

1.4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正态分布的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独

立样本 t 检验。计数数据用百分率（％）表示，组间

比较行卡方检验。检验水准α= 0.05，均为双侧检验，

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精神行为症状治疗疗效比较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精神行为症状治疗疗效比较［n（％）］

组别 例数 痊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73 14（19.18） 51（69.86） 8（10.96） 65（89.04）

对照组 73 7（9.59） 48（65.75） 18（24.66） 55（75.34）

χ2 4.679

P 0.031

2.2　两组治疗前后精神行为症状比较

治疗前与治疗 4 周时，两组 NPI 和 Behave-AD

评分均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 12 周后，观察

组 NPI、Behave-AD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两组治疗前后认知功能比较

治疗前与治疗 4 周时，两组 MMSE 评分无明显

差异（P>0.05），治疗 12 周后，观察组 MMSE 评分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2.4　两组治疗前后睡眠情况比较

治疗前与治疗 4 周时，两组总睡眠时间、睡眠

潜伏时间和睡眠效率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

12 周后，观察组总睡眠时间和睡眠效率高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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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后，观察组 NPI、Behave-AD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

组，观察组 MMSE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长期

坚持联合治疗能有效改善患者精神行为症状及认知功

能，与韩永凯［7］等人部分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原因，

盐酸美金刚片属于一种 NMDA 受体阻断剂，可通过阻

断 NMDA 受体，将钙离子通道阻断，并延缓谷氨酸释

放，神经元降低毒性损伤。此外，盐酸美金刚片还可

以抑制海马神经元凋亡，使患者记忆能力有所改善［8］。

奥氮平属于 2 代抗精神病药，可通阻断 5- 羟色胺 2A

受体，使突触后膜 D2 激动，改善患者阴性症状；通

过选择性阻滞多巴胺 D2 受体，改善患者阳性症状；

另外还可阻断α2 受体，使去甲肾上腺素抑制作用解

除，患者认知功能得以改善［9］。不同的是，韩永凯等

人研究中显示，在治疗 4 周末，联合组 Behave-AD 评

分就已明显低于单药组，而两组 MMSE 评分直至治疗

12 周末也未出现明显差异。分析原因可能与用药剂量

及单药对照所用药物不同有关。

睡眠障碍属于精神行为症状中的一种，与 AD 发

生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睡眠障碍不仅会促进认知功

能减退，还会加重其他精神行为症状，所以尽早识

别睡眠障碍并给予一定干预，对延缓疾病进展，减

轻照料者负担，具有重要临床意义。刘双武［10］在其

研究中指出，AD 患者睡眠障碍发生率高，并且与精

神行为症状关系复杂，可增加患者抑郁、淡漠发生

率。本研究是国内首次报道盐酸美金刚片联合奥氮平

治疗对 AD 伴精神行为症状患者睡眠障碍的影响，结

果显示，治疗 12 周后，观察组总睡眠时间和睡眠效

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睡眠潜伏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

表3　两组治疗前后认知功能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MMSE 

治疗前 治疗4周 治疗12周

观察组 73 15.58±2.34 16.38±3.43 19.33±3.64*

对照组 73 15.77±2.18 16.97±3.14 17.38±3.28

注：同一时间点与对照组比较，*P<0.05

2.5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食欲减退发生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5。

3　讨论

 精神行为症状是 AD 患者常见临床症状之一，

随着 AD 病程延长，精神行为症状发生率也逐渐升

高，总体发生率高达 90％。AD 伴精神行为症状不

仅会影响患者自身生活质量，照料者经济负担和精

神负担也会明显加重，所以 AD 患者首先进行精神行

为症状控制十分重要［5］。

 精神行为症状的发生与 NMDA 受体介导的谷氨

酸兴奋性毒性作用、神经元受损导致的神经递质减少

等因素有关［6］。本研究采用盐酸美金刚片联合奥氮平

治疗 AD 伴精神行为症状患者，结果显示，观察组治

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治疗 4 周后，两组 NPI、

Behave-AD 评分、MMSE 评分均无明显差异，治疗 12

表2　两组治疗前后NPI和Behave-AD量表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NPI Behave-AD

治疗前 治疗4周 治疗12周 治疗前 治疗4周 治疗12周

观察组 73 26.11±5.12 21.18±4.09 12.48±4.22* 20.28±5.37 16.84±4.22 8.83±3.96*

对照组 73 26.02±5.20 21.56±4.21 15.37±4.64 20.51±5.16 17.13±4.09 13.26±4.33

注：同一时间点与对照组比较，*P<0.05

组，睡眠潜伏时间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4。

表4　两组治疗前后睡眠情况比较（x±s，min）

组别 例数
总睡眠时间 睡眠潜伏时间 睡眠效率

治疗前 治疗4周 治疗12周 治疗前 治疗4周 治疗12周 治疗前 治疗4周 治疗12周

观察组 73 214.28±53.26 243.43±55.83 351±67.32* 48.28±15.21 46.72±13.29 40.26±9.83* 28.47±6.58 32.38±6.73 43.21±9.03*

对照组 73 212.72±54.86 234.21±57.25 294.71±60.51 48.12±15.37 47.04±13.44 44.58±10.25 28.55±6.15 31.94±6.59 37.27±8.46

注：同一时间点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5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n（％）］

不良反应 观察组（n=73） 对照组（n=73） χ2 P

口干 13（17.81） 11（15.07） 0.199 0.655

便秘 16（21.92） 14（19.18） 0.168 0.682

视力模糊 9（12.33） 7（9.59） 0.281 0.596

恶心呕吐 14（19.18） 9（12.33） 1.290 0.256

食欲减退 9（12.33） 2（2.74） 4.818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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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联合治疗能有效改善患者睡眠结构，提高患者

睡眠质量。分析原因可能与盐酸美金刚片通过阻滞

NMDA 受体引起多巴胺能信号变化有关，另外，精神

病症状、情感症状的改善也有助于睡眠质量改善［11］。

在用药不良反应方面，观察组仅食欲减退发生

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提示联合用药并未明显增加患者

不良反应发生率。本研究认为，盐酸美金刚片联合奥

氮平治疗 AD 伴精神行为症状短期内联合治疗安全性

高。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纳入研究样本量较小，且

随着用药时间延长，可能会产生更多不良反应，所以

还需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延长随访时间，确认盐酸美

金刚片联合奥氮平治疗效果及远期的用药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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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动脉平均血流速度改变可能与认知功能受损有关。

轻度认知功能损害与额、顶、颞叶及基底节等部位受

损有关，而颈内动脉系统脑血流动力学紊乱可能是引

起认知功能受损的重要原因［10］。抑郁症患者短期治疗

后在脑动脉血流速度、注意力、执行功能方面虽仍有

所改善，但仍有一定程度的损伤，而脑动脉血流速度

减慢与认知功能损害有关，调节脑动脉血流动力学紊

乱可能有助于认知功能的改善。

综上，抑郁症患者短期治疗后脑动脉平均血流

速度改变可能与认知功能受损有关，但考虑本文观

察时间较短，未对其他可能影响脑血流速度与认知

功能的因素（如年龄、病程等）进行分析，且未分析

脑血流灌注显像，故今后仍需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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