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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莫三嗪联合丙戊酸钠治疗难治性癫痫的疗效
及对患者认知功能及外周血NSE、MBP的影响

章慧，郑东，方雅秀，侯乐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神经内科，广东 广州 510370

【摘要】 目的 研究拉莫三嗪联合丙戊酸钠对难治性癫痫患者的临床疗效、认知功能及外周血神经元特异性

烯醇化酶(NSE)、髓鞘碱性蛋白(MBP)水平的影响。方法 选择2018年5月至 2020年5月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

科医院就诊的60例难治性癫痫患者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30例。对照组患者服用

丙戊酸钠治疗，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同时服用拉莫三嗪治疗，治疗6个月后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

效，以及治疗前后的认知功能评分、外周血NSE、MBP因子水平，并统计两组治疗期间的药物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93.33%，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3.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观察组患者的认知功能评分为(26.42±1.16)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25.19±2.35)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后，两组患者的NSE、MBP水平均较治疗前降低，且观察组患者的血清NSE、MBP水平分别为(10.71±3.40) μg/L、
(8.15±3.69) μg/L，明显低于对照组的(14.24±3.03) μg/L、(10.41±3.06) μ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治

疗期间的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3.33%，明显高于对照组的发生率6.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拉莫三嗪

联合丙戊酸钠对难治性癫痫疗效确切，且可提升患者的认知水平，促进神经功能恢复，但可能引起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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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icacy of lamotrigine combined with sodium valproate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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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lamotrigine combined with sodium valproate in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epilepsy and its effect 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peripheral blood neuron-specific enolase (NSE) and my-
elin basic protein (MBP) levels.Methods A total of 60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epilepsy treated in Brain Hospital Affili-
ated to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between May 2018 and May 2020 were enrolle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an ob-
servation group (n=30) and a control group (n=30)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sodium valproat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lamotrigine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6 months of treatment,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in the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and compared. Scores of
cognitive function, levels of peripheral blood NSE and MBP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
pared. The adverse drug reactions during treatment in the two groups were recorded. Results The total response rate of
clinical treat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93.33% vs 73.33%, P<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score of cognitive fun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
trol group: (26.42±1.16) points vs (25.19±2.35) points, P<0.05. After treatment, levels of serum NSE and MBP in the two
groups were decreased, and levels of serum NSE and MBP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10.71±3.40) μg/L vs (14.24±3.03) μg/L; (8.15±3.69) μg/L vs (10.41±3.06) μg/L. The inci-
dence of adverse drug reactions during treat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
trol group (13.33% vs 6.67%, P<0.05). Conclusion The curative effect of lamotrigine combined with sodium valproate
is significant on refractory epilepsy. It can improve cognitive level and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nerve function, but may
cause adverse reactions.

【Key words】 Refractory epilepsy; Lamotrigine; Sodium valproate; Neuron-specific enolase; Myelin basic pro-
tein; Cognitive function; Curative effect

　　　　　 ·论著·doi:10.3969/j.issn.1003-6350.2022.07.014

基金项目：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编号：201607030032)

通讯作者：郑东，E-mail：920905565@qq.com

难治性癫痫一般是指经过药物治疗未得到控制、

病情持续数年未见好转的癫痫类疾病[1]，患者症状表

现与一般癫痫症状相似，但病情严重时会造成神经功

能损害，甚至可能对精神状态和智力水平造成不利影

响。拉莫三嗪和丙戊酸钠均为临床抗癫痫的常用药

物，拉莫三嗪可抑制神经元细胞异常放电，稳定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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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传导进程；丙戊酸钠对各类癫痫均有较好的控制

效果，大部分患者对该药物耐受性良好。对于难治性

癫痫患者，联合应用不同药物也许能够增强药物作

用，进一步缓解病情[2]。本研究旨在观察拉莫三嗪联

合丙戊酸钠治疗难治性癫痫患者的疗效，并探讨其对

患者认知功能和相关血清学指标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8年 5月至 2020年 5月
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就诊的 60例难治性癫

痫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符合国际抗癫痫联

盟所制定的难治性癫痫诊疗标准[3]，均经脑电图检查

确诊；②经影像学扫描检查未发现颅内发生结构性病

变；③曾接受两种及以上一线抗癫痫药物治疗但效果

不理想；④能够配合服药治疗。排除标准：①因颅内

肿瘤或其他病变压迫神经系统引起的癫痫；②药物过

敏；③存在精神障碍病史；④处于妊娠期或哺乳期的

女性患者；⑤恶性肿瘤；⑥免疫系统疾病；⑦心、肺、

肾、肝严重损伤；⑧严重感染。按随机数表法将患者

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30例。两组患者的基线资

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

表 1。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及家属知

情并签署同意书。

表1 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比较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2/t值
P值

例数

30
30

性别(例)
男

16
20

女

14
10

年龄

(x-±s，岁)
29.98±6.34
28.15±6.58
1.097
0.277

病程

(x-±s，月)
5.63±1.32
5.95±1.47
0.887
0.379

癫痫月平均发作

(x-±s，次数)
4.33±0.95
4.29±0.98
0.161
0.873

单纯部分性发作

9
10

复杂部分性发作

6
4

部分发作继发全身

5
5

全身性发作

10
11

0.500
0.919

疾病类型(例)

1.111
0.292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服用丙戊酸钠(杭州

赛诺菲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H20010595)，初
始剂量 20 mg/(kg·d)，根据患者症状缓解情况缓慢增

加药物剂量直至癫痫发作得到控制。观察组患者同

时服用拉莫三嗪(Glaxo Operations UK Limited生产，

注册证号H20160626)，初始剂量 12.5 mg/d，服用 3周
后剂量逐渐增至 25 mg/d，后根据患者症状缓解情

况调整维持剂量在 200 mg/d。两组患者均持续治疗

6个月。

1.3 观察指标与评价(检测)方法 (1)临床疗效：

参考相关标准[4]评估疗效。①显效：复查脑电图结果

显示未见异常，癫痫发作次数较治疗前减少 75%以

上；②有效：复查脑电图结果显示神经元异常放电表

现部分好转，癫痫发作次数减少 50%~75%；③复查脑

电图结果仍显示明显异常，病情无好转，癫痫发作次

数减少 50%以下。总有效率=(显效+有效)例数/总例

数×100%。(2)认知功能：分别于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应

用蒙特利尔认知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MoCA) [5]评估认知功能，该量表包括视空间与执行功

能、命名、记忆、注意力、语言、抽象、计算、定向共 8个
维度，总分 30分，分数越高代表认知功能恢复情况越

好。(3)神经因子：分别于治疗前后患者晨间空腹状态

下采集肘静脉血液样本5 mL，送至生化实验室进行检

测，离心得血清后测定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eu-
ron-specifific enolase，NSE)、髓鞘碱性蛋白(myelin ba-
sic protein，MBP)水平。(4)不良反应：记录两组患者用

药后的恶心呕吐、嗜睡、皮疹和头晕头痛等不良反应

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0.0统计学软件分

析数据。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符

合正态分布，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

治疗总有效率为 93.33%，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3.3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320，P=0.038<0.05)，见表2。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认知功能评分比较 治

疗前，两组患者的MoCA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MoCA评分明显升

高，且观察组患者的MoCA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NSE、MBP 水平比

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NSE、MBP水平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t=0.445、0.722，P>0.05)；治疗后，两组患

者的NSE、MBP水平明显降低，且观察组患者的NSE、
MBP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
4.245、2.582，P<0.05)，见表4。

表2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30
30

显效

12
9

有效

16
13

无效

2
8

总有效率(%)
93.33
73.33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认知功能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30
30

治疗前

23.61±3.14
23.24±3.69
0.418
0.677

治疗后

26.42±1.16
25.19±2.35
2.571
0.013

t值
4.598
2.441

P值

0.001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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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

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3.33%，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6.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043，P=0.044<0.05)，
见表5。所有患者的不良反应均于药物剂量调整后自

行缓解，未造成严重后果。

3 讨论

癫痫的发病原因复杂，与人体脑内部分神经元频

繁异常放电相关，此外，基因遗传、代谢异常等均可能

导致癫痫发生。难治性癫痫复发率高，对药物敏感性

低，患者大多经过使用单药治疗无效，并且两种以上

一线药物治疗疗效不佳，需寻求更为有效的治疗方

案。拉莫三嗪治疗癫痫的作用机制如下，通过阻断高

电压对钙离子通道的调控、抑制钠离子经通道内流达

到限制神经递质传导兴奋信号的目的。除作用于钠

离子、钙离子通道外，还可抑制谷氨酸释放，降低因谷

氨酸过度表达导致神经系统功能紊乱的风险，维持突

触前膜稳定[6]；与拉莫三嗪作用途径不同的是，丙戊酸

钠主要影响γ-氨基丁酸转氨酶等氨基酸活性，提升脑

内γ-氨基丁酸浓度，进而降低神经元活性，减少钠离

子、钙离子内流，阻滞异常电位传导[7]。本研究结果显

示，拉莫三嗪联合丙戊酸钠治疗后，观察组临床疗效

优于对照组。提示该方法可对难治性癫痫患者起到

较好的作用效果，原因可能在于两种药物的联用起到

较好的协同作用。庄俊鸿等[8]学者研究表明拉莫三嗪

与丙戊酸钠共用时半衰期显著延长，因而药效持续时

间更久，对神经系统的稳定作用明显强于单药治疗。

难治性癫痫由于治疗周期长，易反复发作，脑部

神经细胞受损严重，导致认知功能出现异常。本研究

结果显示，经过拉莫三嗪联合丙戊酸钠治疗后，观察

组认知功能评分高于对照组，表明患者神经受损情况

得到了有效控制。NSE作为评价神经细胞受损情况

的敏感性指标，其水平变化与癫痫病情严重程度呈正

比；MBP是组成中枢神经系统髓鞘的重要蛋白质，可

反映中枢系统的损伤程度。本研究结果显示，应用拉

莫三嗪与丙戊酸钠治疗后，观察组NSE、MBP水平低

于对照组，提示患者的神经功能损伤恢复情况良好。

唐文等[9]研究表明拉莫三嗪联合丙戊酸钠有助于提升

患者神经营养状态，在减轻神经组织炎症水平的情况

下保护神经元功能，与本研究结果相似。这表明拉莫

三嗪联合丙戊酸钠治疗难治性癫痫，有助于维护神经

传导通路的稳定与神经元的恢复，从而有效减少癫痫

发作。但该方案的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较高，临床应

用期间需严格监控拉莫三嗪引起的过敏反应，根据患

者的耐药表现及时调整药物剂量。

综上所述，应用拉莫三嗪联合丙戊酸钠治疗难治

性癫痫较单药治疗效果更佳，可促进患者认知功能及

神经功能的恢复，但需要注意控制药物剂量，减少不

良反应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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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NSE、MBP水平比较(x-±s，μg/L)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30

30

时间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NSE
19.16±5.68
10.71±3.40a

6.991
0.001
18.46±6.49
14.24±3.03
3.227
0.002

MAP
15.89±4.03
8.15±3.69a

7.759
0.001
14.95±5.88
10.41±3.06
3.751
0.001

注：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bP<0.05。

表5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30
30

恶心呕吐

2
0

嗜睡

2
1

头晕头痛

1
0

皮疹

1
0

总发生率(%)
20.00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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