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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戊酸钠联合拉莫三嗪对癫痫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疗效

吴春芳 、 朱百慧 、 张悠然

【摘要】目的　探讨丙戊酸钠联合拉莫三嗪对癫痫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改善效果。方法　选取

本院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 月住院治疗的 112 例癫痫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

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 56 例患者给予丙戊酸钠治疗，观察组 56 例患者给予丙戊酸钠

联合拉莫三嗪治疗。观察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的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汉密尔顿抑郁量

表（HAMD）评分和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评分，检测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神经生长因

子（NGF）、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水平变化。比较两组临床疗效、不良反应总发生率。结果

　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96.43％）高于对照组（75.00％）（P< 0.05）。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血清 NGF、

BDNF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 MoCA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HAMA

评分和 HAMD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总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结论　丙戊酸钠联合拉莫三嗪治疗癫痫患者疗效确切，可有效改善患者认知功能和神

经营养因子水平，缓解患者负面情绪，且不良反应较少，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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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odium valproate combined with lamotrigine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epilepsy 
　　WU Chunfang，ZHU Baihui，ZHANG Youran. Department of Neurology，Huaihe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sodium valproate combined with lamotrigine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epilepsy. Methods　A total of 112 patients with epilepsy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and the subjec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56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sodium 

valproate，and 56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sodium valproate combined with lamotrigine. The 

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score，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score and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

ment Scale（MOCA）score were assess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and the changes of 

nerve growth factor（NGF）and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level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Clinical efficacy and total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observation group（96.43％）was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75.00％）（P<0.05）. The levels of serum NGF and BDNF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treatment，MOCA score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and HAMA score and HAMD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as no statis-

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total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Valproate 

sodium combined with lamotrigine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epilepsy has a definite effect，can effectively improve 

patients' cognitive function and neurotropic factor levels，relieve patients' negative emotions，and less adverse reac-

tions，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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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是一种临床常见病，具有较高的发病率，

可发生于任何年龄段，发病人群以儿童为主［1］。有

研究表明：癫痫的发生与脑部神经元放电异常导致突

然、短暂、反复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失常有着极为

密切的联系［2-3］。由于癫痫的发作存在不可预知性，

大多数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

过于担心会受到社会的歧视，心理负担较重。丙戊

酸钠是临床治疗癫痫的常用药物，虽然可缓解临床

症状，但整体治疗效果并不理想，且长期使用容易

引发不良反应，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拉莫三嗪属于

钠离子通道阻滞剂，对神经元异常放电具有显著抑

制作用，可有效控制癫痫发作，在癫痫治疗中效果

显著［4］。基于此，选取本院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
月住院治疗的 112 例癫痫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旨在

探讨丙戊酸钠联合拉莫三嗪治疗癫痫患者的临床效

果及对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 月住院治疗的

112 例癫痫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均满足

《中国基因性全面性癫痫临床诊治实践指南》［5］中对

“癫痫”诊断标准；②年龄在 18 岁以上，不限性别；

③血常规检查正常；④病历资料无缺失；⑤均知情同

意并自愿参与。排除标准：①合并艾滋病、肺结核、

梅毒等疾病者；②中途退出此研究者；③入组前接受

过抗癫痫治疗者；④颅内活动性病变者；⑤存在药物

滥用、酒精依赖者；⑥过敏体质者；⑦合并恶性肿瘤

者；⑧先天代谢异常者。本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

批准。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

察组（56 例）：30 例男性、26 例女性；年龄在 18～34
岁，平均（26.52±2.74）岁；病程在 2～9 年，平均

（5.62±1.64）年。对照组（56 例）：32 例男性、24 例

女性；年龄在 19～35 岁，平均（26.62±2.57）岁；病

程在 2～8 年，平均（5.69±1.57）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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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方法

对照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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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计用药 3 月。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拉莫三嗪（国药

准字 H20160513，25mg×30 片），起始剂量 25mg /d，

根据患者耐受程度和病情变化逐渐加量至 50mg /d，

每日 1 次，共计用药 3 月。

两组治疗期间均接受统一心理干预：①加强沟

通：医生主动与患者取得联系，了解患者存在的心理

问题及不良情绪出现的原因，尽可能满足患者一切

合理需求，督促患者积极配合治疗。②建立心理干

预基础：以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患者社会、文化、家

庭背景等资料，根据个体差异性予以针对性的心理

疏导，尽可能消除患者兴奋、忧愁、悲伤、紧张等

不良情绪，与患者构建良好的护患关系，提高患者

对医生的信任感。③建立咨询平台：医院建议咨询平

台，确保患者治疗期间存在的一切疑问均可达到解

答。在患者出院之后可通过网络平台、电话等形式

继续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

1.3　观察指标

（1）临床疗效评估：脑电图检测癫痫异常放电

减少 90％以上为显效。脑电图检测癫痫异常放电减

少 50％~90％为有效。未达到以上标准为无效。总

有效率 =（显效 + 有效）/56×100.00％［6］。（2）神经

营养因子：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抽取患者晨起空

腹静脉血 5ml，离心后取上层血清，以酶联免疫吸附

法检测神经生长因子（NGF）、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DNF）水平变化。（3）采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

表（MoCA）评分评估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认知功能：

包括抽象、延迟回忆、语言、执行能力，总分为 30
分，认知能力、分值为正相关性［7］。（4）采用汉密尔

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评估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焦虑情绪：可能焦虑在 8~14 分，肯定焦虑在 15~21
分，明显焦虑在 22~29 分，严重焦虑在 29 分以上［8］。

（5）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评估两组

患者治疗前后的抑郁情绪：轻度抑郁在 8~19 分，中

度抑郁在 20~34 分，重度抑郁在 34 分以上［9］。（6）

不良反应总发生率：统计恶心、嗜睡、呕吐、皮疹总

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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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96.43％）高于对照组

（75.00％）（P<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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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总发生率（5.36％）与对照

组（7.14％）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 4。
表4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总发生率比较［n（％）］

组别 恶心 嗜睡 呕吐 皮疹
不良反应
总发生率

对照组（n=56） 1（1.79） 1（1.79） 1（1.79） 1（1.79） 4（7.14）

观察组（n=56） 1（1.79） 1（1.79） 0（0.00） 1（1.79） 3（5.36）

χ2 -- -- -- -- 0.152

P -- -- -- -- 0.696

3　讨论

有研究表明：免疫功能缺陷、脑部疾病、氧化刺

激、家族遗传等均为诱发癫痫的重要因素［10］。癫痫

作为一种慢性疾病，具有易反复发作、病程长、起

病急骤等特点，发病时具体表现为意识丧失、口吐

白沫、瞳孔散大、全身抽搐等，对患者社会经济地

位、精神、身体等均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11-12］。癫

痫患者病情发作时会造成神经元功能收缩及神经营

养状态减弱［13］。NGF 由脑神经元、神经胶质细胞合

成，可促进轴突、髓鞘形成，加快神经元细胞凋亡，

癫痫患者病情发作时血清 NGF 浓度较低［14］。BDNF

作为神经营养因子家族的重要组成部分，BDNF 低表

达会释放大量的兴奋性氨基酸，导致细胞中钙离子

内流过度，最终损伤神经元功能。

本研究显示：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96.43％）

高于对照组（75 .00 ％）（P<0 .05）。观察组患者

治疗后的血清 NGF、BDNF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 MoCA 评分明显高

于对照组，HAMA 评分和 HAMD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

组（P<0.05）。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总发生率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丙戊酸钠联合拉莫三

嗪在癫痫治疗中效果显著。分析如下：（1）丙戊酸

钠作为广谱抗癫痫、抗惊厥药物，容易透过血 - 脑

屏障，降低丁醛酸脱氢酶活性，诱导谷氨酸脱氢酶

活化，增加 y- 氨基丁酸浓度，降低神经元兴奋性，

抑制癫痫发作［15］。但单一丙戊酸钠在癫痫治疗中效

果并不理想，需联合其他药物治疗；（2）拉莫三嗪

属于谷氨酸递质抑制剂，作用在电压依赖型钠通道，

减少钠离子内流，提高神经元细胞膜的稳定性，缩

表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n=56） 16（28.57） 26（46.43） 14（25.00） 42（75.00）

观察组（n=56） 20（35.71） 34（60.71） 2（3.57） 54（96.43）

χ2 -- -- -- 10.500

P -- -- -- 0.00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神经营养因子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血清 NGF、BDNF 水平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血

清 NGF、BDNF 水平较前明显升高，且观察组神经

营养因子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MoCA 评分、HAMA 评

分和 HAMD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MoCA 评分、HAMA 评分

和 HAMD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后，两组患者的 MoCA 评分较前明显升高，HAMA

评分和 HAMD 评分较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评分改

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神经营养因子水平比较（x±s）

组别
NGF（pg/mL） BDNF（ug/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n=56） 425.26±15.62 482.26±19.62* 102.26±6.34 135.26±9.62*

观察组（n=56） 430.11±15.55 568.26±38.41*△ 103.11±6.29 198.26±14.22*△

注：与治疗前相比，*P<0.05，与对照组相比，△P<0.05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MoCA评分、HAMA评分和HAMD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MoCA评分 HAMA评分 HAMD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n=56） 15.26±1.34 19.62±2.84* 21.52±2.44 17.26±1.64* 20.46±2.35 16.82±1.54*

观察组（n=56） 15.33±1.29 23.85±3.55*△ 21.62±2.39 11.52±1.34*△ 20.52±2.29 11.06±0.64*△

注：与治疗前相比，*P<0.05，与对照组相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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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海马区、皮质区、病灶部位兴奋后的异常放电时

间，对抗全身或者部分癫痫发作。拉莫三嗪还可以

抑制氨基酸神经递质释放，尤其是抑制谷氨酸、天

冬氨酸释放，提高突触前膜的稳定性，取得良好的

抗癫痫效果；（3）丙戊酸钠联合拉莫三嗪，两种药

物协同作用，优势互补，丙戊酸钠还可以提高拉莫

三嗪的药物浓度，延长药物半衰期，在短期内取得

良好、确切的抗癫痫效果，弥补了单一丙戊酸钠治

疗的不足。经过丙戊酸钠 + 拉莫三嗪治疗的癫痫患

者，癫痫发作情况控制良好，治疗效率较高，且用

药期间并未出现明显的不良反应，耐受性较强。在

取得满意治疗效果的同时根据患者个体差异性予以

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帮助患者正确地看待癫痫疾病，

极大地提高了治疗配合度、依从性，可有效缓解、

减轻患者不良情绪，改善心理状态。

综上所述，丙戊酸钠联合拉莫三嗪治疗癫痫患

者疗效确切，可有效控制癫痫发作，促进受损神经

元恢复，改善认知功能，缓解患者负面情绪，且不

良反应较少，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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