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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必利联合维生素B12对儿童抽动障碍患者的效果对及其神经功能的影响

柳　旎 1 、 陈振辉 1 、 李沫民 2 、 张　淼 1

【摘要】目的　探讨抽动障碍患儿采用硫必利联合维生素 B12 治疗的效果及对患儿神经功能的影

响。方法　纳入 2017 年 1 月～2018 年 1 月期间将我院接诊的 87 例抽动障碍患儿作为观察对象，采

用掷币法将其分为对照组（43 例接受盐酸硫必利治疗）和观察组（44 例，接受盐酸硫必利联合维生

素 B12 治疗），比较两组患儿治疗效果及神经功能。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 YGTSS 评分及兴奋性氨

基酸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明显（P< 0.05）；观察组 ASIA 神经功能评分及总有效率均明显

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明显（P< 0.05）。结论　盐酸硫必利联合维生素 B12 可有效缓解抽动障碍患

儿运动性抽动及发声性抽动症状，改善患儿神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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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thiopiride hydrochloride combined with vitamin B12 in children with tic disorder and its 
effect on their neurological function　　LIU Ni，CHEN Zhenhui，LI Momin，et al. Nanyang Central Hospital，
Nanyang 47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hiopiride hydrochloride combined with vitamin B12 in the 

treatment of tic disorders in children and its effect on their neurological function.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7 to 

January 2018，87 children with tic disorder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43 patients 

receiving thiopiride hydrochloride）and observation group（44 cases，receiving thiopiride hydrochloride combined with 

vitamin B12）. The treatment effect and neurological fun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YGTSS score and excitatory amino acid level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ASIA neurological function score and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ibride hydrochloride combined 

with vitamins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symptoms of motor tics and vocal tics in children with tic disorder，improve 

the neurological function of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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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动障碍是儿童时期常见障碍，主要表现为运

动抽动、发声抽动等，给患儿学习、社交、生活等

方面带来严重影响，甚至还可导致患儿失去生活自

理能力［1］。目前多数学者认为该病由于多巴胺活动

过度或多巴胺受体超敏所致［2］。盐酸硫必利是临床

治疗抽动障碍常用药物，属苯酰胺类抗精神病药，

它能够抑制中脑边缘系统多巴胺能神经功能亢进，

从而缓解抽动障碍等症状。然而研究显示，单用该

药效果较为局限，与维生素 B12 联合可能提高治疗

效果［3］。因此，本研究对抽动障碍患儿采用盐酸硫

必利联合维生素 B12 治疗，旨在分析其效果及对患

儿神经功能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 月期间在我院接受

治疗的 87 例抽动障碍患儿，掷币法将其分为两组。

纳入标准：所有患儿均符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

册（第 5 版）》［4］中关于抽动障碍的诊断标准，发病年

龄低于 15 岁，近期未经相关药物治疗，经医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患儿监护人知情同意。排除标准：排除

［作者工作单位］1. 南阳市中心医院（南阳，473000）；2. 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第一作者简介］柳旎（1978.05-），女，河南南阳人，本科，主治医师，研究方向：呼吸疾病。

［通讯作者］柳旎（Email：lndubdbb@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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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性抽动，多动症儿童，合并严重脏器功能不全

者，精神系统疾病者等。对照组 43 例患者中，男性

21 例，女性 22 例；年龄 3～8 岁，平均（5.10±0.59）
岁；病程 5～22 个月，平均（13.15±1.16）个月。观

察组 44 例患者中，男 20 例，女 24 例；年龄 4～7 岁，

平均（5.04±0.65）岁；病程 7～20 个月，平均（13.06
±1.23）个月。两组患儿基线资料比较无明显差异

（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 照 组 接 受 盐 酸 硫 必 利 片 治 疗 （ 国 药 准 字

H37023748，规格：100mg/ 片）口服，50mg/ 次，3 次

/d。观察组在对照组用药基础上加用维生素 B12 治疗

（国药准字 H14023321，规格：25 μg/ 片），1 片 / 次，

2 次 /d，两组均持续治疗 2 个月。

1.3　观察指标

（1）治疗前后采用耶鲁综合抽动严重程度量表

（YGTSS）对两组患儿运动性抽动及发声性抽动进行

评估，包括抽动类型、抽动频度、抽动强度、复杂

程度、干扰程度 5 个项目，采用 0～5 分 6 级评分法，

得分越高提示患儿抽动症状越严重。（2）治疗前后采

集空腹静脉血，采用高效液相色谱系统检测兴奋性

氨基酸，包括血清中谷氨酸（Glu）水平及天门冬氨

酸（Asp）水平。（3）采用 ASIA 神经功能评分量表从

感觉、运动两方面评价患儿神经功能，感觉方面共

28 个关键点，0 分感觉缺失，1 分为感觉障碍，2 分

为感觉正常，总分 56 分，得分越高提示感觉功能越

好；运动方面包括左右各 10 块肌肉，0～5 分 6 级评

分法，0 分为完全瘫痪，5 分为肌肉完全正常，总分

100 分，得分越高提示运动功能越好。

1.4　疗效判定

治愈：YGTSS 评分减分率 >80％；显效：YGTSS

评分减分率 60％～79％；有效：YGTSS 评分减分率

30％～59％；无效：YGTSS 评分减分率 <29％。（治

愈 + 显效 + 有效）/ 总例数 ×100％= 总有效率。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 软件对文中所得数据进行分析处

理，计量资料用（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

料用（n，％）表示，χ2 检验。P<0.05 时差异有意义。

2　结果

2.1　YGTSS 评分

治疗前，两组患儿 YGTSS 评分比较无明显差异

（P>0.05），治疗后，观察组运动性抽动评分及发声

性抽动评分均明显降低，且较对照组更低，差异明

显（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YGTS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运动性抽动 发声性抽动

对照组（n=43） 治疗前 15.46±2.11 11.19±0.89

治疗后 8.52±1.70△ 6.11±0.66△

观察组（n=44） 治疗前 15.38±2.20 11.15±0.91

治疗后 4.09±0.88△▲ 4.50±0.35△▲

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t =15.2118，14.1674，▲P<0.05。

2.2　兴奋性氨基酸水平

治疗前，两组患儿 Glu 水平及 Asp 水平比较无

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观察组 Glu 水平及 Asp

水平均明显降低，且低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明

显（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兴奋性氨基酸水平比较（x±s）

组别 时间 Glu（umol/L） Asp（umol/L）

对照组（n=43） 治疗前 89.88±8.13 60.55±5.87

治疗后 70.36±5.44☆ 48.13±4.54☆

观察组（n=44） 治疗前 90.05±8.00 60.70±5.71

治疗后 51.17±2.65☆★ 33.51±2.70☆★

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t =20.8412，18.2037，★P<0.05。

2.3　ASIA 神经功能评分

治疗前，两组患儿 ASIA 神经功能评分比较无明

显差异（P>0.05），治疗后，观察组 ASIA 评分明显

高于对照组，差异明显（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ASIA神经功能评分比较（x±s）

组别 时间 感觉评分 运动评分

对照组（n=43） 治疗前 27.15±3.42 42.58±5.57

治疗后 35.38±4.56* 55.46±6.48*

观察组（n=44） 治疗前 27.08±3.50 42.44±5.70

治疗后 38.95±5.41*# 63.92±7.62*#

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t =3.3243，5.5726，#P<0.05。

2.4　临床疗效

治疗后，对照组治愈 7 例，显效 10 例，有效

14 例，无效 12 例，总有效率 72.09％，观察组治

愈 10 例，显效 13 例，有效 17 例，无效 4 例，总有

效率 90.91％，观察组疗效高于对照组，差异明显

（χ2=5.1300，P<0.05）。

3　讨论

抽动障碍临床主要表现为不自主、重复、无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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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抽动。该病病因及发病机制目前尚不完全明确，

目前认为可能与染色体显性遗传或多基因遗传相

关［5，6］。神经递质学说认为抽动障碍的发生涉及多个

神经递质系统，包括多巴胺能、去甲肾上腺素能、5-

羟色胺能等［7］。其中大脑基底神经节及边缘系统的

皮质多巴胺系统功能紊乱被认为可能是抽动障碍的

主要发病因素，纹状体是本病重要病理部位，该部

位多巴胺活动过度、突触后多巴胺受体超敏可能是

本病主要发病机制［8］。该病的发生还与兴奋性氨基

酸的功能失调有一定关系。谷氨酸、天门冬氨酸是

重要的兴奋性氨基酸，能够直接激活受体，启动钙

离子通道，使大量钙离子内流，导致细胞水肿而致

功能受损，对中枢神经细胞造成破坏，从而导致神

经功能障碍［9］。

盐酸硫必利是《儿童抽动障碍诊断与治疗专家

共识（2017 实用版）》［10］所推荐的用于治疗儿童抽动

障碍的一线药物，属 D2 受体阻滞剂，能有效抑制中

脑边缘系统多巴胺功能亢进，同时对纹状体多巴胺

能神经运动障碍具有明显拮抗作用，从而达到控制

抽动症状发作的作用。盐酸硫必利在治疗儿童抽动

障碍中效果较好，同时其还能改善感觉、运动神经

系统，改善行为障碍［11］。本研究发现：应用盐酸硫

必利治疗的对照组患者其 YGTSS 评分降低低于观察

组，兴奋性氨基酸水平高于观察组，同时 ASIA 神经

功能评分亦较观察组低，由此可见单纯应用盐酸硫

必利治疗其在缓解抽动症状、改善神经功能及总有

效率等方面均不如观察组，合用维生素 B12 后效果

更佳。维生素 B12 又名钴胺素，是一种以钴离子为

中心的水溶性维生素，维生素 B12 在脑组织和神经

系统生长发育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其含量不足

或缺乏均可导致神经功能发育障碍，是神经系统功

能健全的必不可少的维生素，具有极强的穿透能力，

能够透过血脑屏障进入中枢神经，通过参与红细胞

生成，参与神经组织脂蛋白合成，维护神经髓鞘的

生理代谢，保护大脑神经系统不受损害，从而利于

神经功能的修复，改善患儿神经功能［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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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盐酸硫必利联合维生素 B12 治疗儿

童抽动障碍效果更佳，二者联合能有效缓解运动性

抽动及发声性抽动症状，改善患儿神经功能，值得

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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