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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乙拉西坦添加治疗儿童难治性癫痫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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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摘

要暂

目的院观察左乙拉西坦渊蕴耘灾冤添加治疗儿童难治性癫痫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遥 方法院对 源愿 例难治性癫痫患儿进行

蕴耘灾 添加治疗的开放性自身对照研究袁观察其对癫痫不同发作类型的有效率及治疗前后发作频率的改变遥 结果院蕴耘灾 添加治疗
总有效率达 苑园援怨豫袁无发作比例为 员远援苑豫遥添加治疗后患儿月发作频率减少 源员援猿豫袁治疗前后有显著差异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不同发作类
型间总有效率无统计学差异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不良反应轻微遥 结论院蕴耘灾 添加治疗儿童难治性癫痫
间 有良好疗效袁且不良反应轻遥
咱关键词暂 难治性癫痫
间 曰 抗癫痫
间 药物曰 左乙拉西坦
咱中图分类号暂 R苑圆怨

咱文献标识码暂 月

癫痫在 员 岁内发病率最高袁约 远园豫的患者于儿

童时期起病袁是儿童神经系统常见病之一遥 经过正
规的抗癫痫药物渊葬灶贼蚤鄄藻责蚤造责藻贼蚤糟 凿则怎早泽袁粤耘阅泽冤治疗袁

约 苑园豫耀愿园豫的患者发作可得到控制袁 但仍有约

咱文章编号暂

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圆冤员圆鄄员苑远员鄄园猿

性病变尧血管畸形及其他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遥左乙
拉西坦添加治疗时原服用的抗癫痫药不变遥
员援圆

方法
患儿在左乙拉西坦治疗前联合用药的数量为

圆园豫耀猿园豫成为难治性癫痫 遥 因此袁寻找有效的抗

圆耀猿 种遥 最常见的抗癫痫药物为丙戊酸尧托比酯尧拉

拉西坦渊 造藻增藻贼蚤则葬糟藻贼葬皂袁蕴耘灾冤是目前国际公认的一

拉莫三嗪 员圆 例袁丙戊酸垣托吡酯 员园 例袁丙戊酸垣卡

咱员暂

癫痫药物是改善这部分患者预后的重要手段遥 左乙
种新型广谱抗癫痫药物袁具有独特的抗癫痫作用机

制尧较好的药理特性及良好的耐受性袁是国际抗癫
联盟推荐用于局灶性和继发全身癫痫发作的理想
的首选添加治疗药物

遥 本研究通过 蕴耘灾 添加治

咱圆原源暂

疗儿童难治性癫痫的自身对照试验袁 进一步了解
蕴耘灾 对儿童难治性癫痫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遥
员

员援员

对象和方法

莫三嗪遥 合用 圆 种药物居多袁共 源缘 例袁其中丙戊酸垣
马西平 远 例袁丙戊酸垣氯硝西泮 远 例袁托吡酯垣卡马

西平 缘 例袁拉莫三嗪垣卡马西平 猿 例袁托吡酯垣苯巴

比妥 猿 例遥 合用 猿 种药物 猿 例袁其中丙戊酸垣拉莫三
嗪垣氯硝西泮 圆 例袁丙戊酸垣托吡酯垣氯硝西泮 员 例遥

原服用的抗癫痫药不变袁 左乙拉西坦作为添加

治疗遥 所有病例在用药前均向其监护人详细交代药
物的可能疗效及不良反应遥 监护人表示理解并同意

使用遥 起始剂量为 员园耀圆园 皂早 辕 渊噪早窑凿冤袁分 圆 次使用袁

对象

收集 圆园园愿 年 猿 月耀圆园员员 年 远 月在本科住院或

门诊就诊的难治性癫痫儿童 源愿 例遥 其中男 圆苑 例袁
女 圆员 例袁年龄 园援远耀员源 岁袁平均年龄 远援源 岁袁病程 源
个月耀员猿 年袁 平均 圆援员缘 年遥 其中强直原阵挛发作 员园

每 圆 周增加 员园 皂早 辕 渊噪早窑凿冤袁在 源 周内增加到维持量

猿园耀源园 皂早 辕 渊噪早窑凿冤遥以治疗前 猿 个月的发病频率为基
础袁完成了 远 个月的观察期袁随访 员圆耀猿远 个月渊平均
圆园援源 个月冤遥

服药前及服药后 猿尧远尧员圆 个月均检查血尿常规尧

例袁痉挛发作 缘 例袁肌阵挛发作 远 例袁复杂部分性发

肝肾功能及脑电图遥 以添加左乙拉西坦前 猿 个月的

入组标准院根据 圆园园员 年国际癫痫联盟对癫痫及

线发作频率比较袁 将发作频率减少的百分比作为疗

作 员员 例袁继发全面性发作 员远 例遥

癫痫综合征分类的新建议诊断 袁经临床和脑电图确
咱缘暂

诊的癫痫患者袁并符合难治性癫痫的诊断标准 遥 在
咱远暂

添加左乙拉西坦前至少持续使用 圆 种以上抗癫痫药

物袁血药浓度监测在有效范围内袁每月仍有 源 次以上
的发作遥 近 圆 年头颅 悦栽尧酝砸陨 检查排除外颅内占位

发作频率为基数袁观察用药后发作频率的变化遥与基

效判断标准袁完全控制院发作减少 员园园豫袁即无发作曰

显效院发作减少 苑缘豫耀怨怨豫曰有效院发作减少 缘园豫耀
苑源豫曰无效院发作减少约 缘园豫曰总有效率院完全控制

率垣显效率垣有效率遥 比较添加治疗前和治疗后的月
发作频率遥 观察和记录不良反应的情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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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 源愿 例中袁完全控制发作 愿 例渊员远援苑 豫冤袁显

采用 杂孕杂杂员远援园 统计软件袁不同发作类型间疗效

效 员源 例渊圆怨援圆 豫冤袁有效 员圆 例渊圆缘援园 豫冤袁总有效率

发作频率进行统计学分析袁孕 约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

西坦治疗 源 例袁其中无效 员 例袁加重 猿 例遥 秩和检验

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袁运用 孕燥蚤泽泽燥灶 回归对治疗前后的
学意义遥
圆
圆援员

结

月发作频率减少源员援猿 豫遥 治疗前后的月发作频率比
较具有显著性差异渊怎 越 圆援怨员袁孕 越 园援园园员 愿袁表 圆冤遥

总体疗效

表 员 不同类型癫痫使用左乙拉西坦治疗效果
灶
员园
缘
远
员员
员远
源愿
表圆
发作类型
强直阵挛性
痉挛性
肌阵挛性
复杂部分性
局限性继发全面性
总计

控制
员渊员园援园冤
员渊圆园援园冤
员渊员远援苑冤
圆渊员愿援圆冤
猿渊员愿援愿冤
愿渊员远援苑冤

显效
猿渊猿园援园冤
员渊圆园援园冤
员渊员远援苑冤
源渊猿远援源冤
缘渊猿员援猿冤
员源 渊圆怨援圆冤

不良反应

左乙拉西坦治疗共发生不良反应 愿 例袁发生率

及恶心尧腹胀等胃肠道症状袁未见特异体质的不良反
应遥 员 例出现白细胞下降尧一过性转氨酶升高袁患儿
均可以耐受袁并在治疗过程中逐渐消失遥
讨

有效
猿渊猿园援园冤
员渊圆园援园冤
圆渊猿猿援猿冤
圆渊员愿援圆冤
源渊圆缘援园冤
员圆渊圆缘援园冤

无效
猿渊猿园援园冤
员渊圆园援园冤
圆渊猿猿援猿冤
圆渊员愿援圆冤
猿渊员愿援愿冤
员员渊圆圆援怨冤

咱灶袁渊豫冤暂

加重
园
员渊圆园援园冤
园
员渊怨援员冤
员渊远援猿冤
猿渊远援猿冤

不同类型癫痫使用左乙拉西坦治疗前后月发作频率的变化

治疗前发作频率渊次 辕 凿冤
员圆援圆
圆缘援园
员远援愿
员猿援员
员员援怨
苑怨援园

员远援苑豫遥 不良反应最常见的是头晕尧嗜睡尧情绪异常

猿

显示不同类型癫痫使用左乙拉西坦治疗效果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渊卡方值为 愿援员员袁孕 跃 园援园缘袁表 员冤遥 治疗后

果

发作类型
强直阵挛性
痉挛性
肌阵挛性
复杂部分性
局限性继发全面性
总计

圆援圆

苑园援怨 豫遥 无效 员员 例袁加重 猿 例遥 本研究终止左乙拉

治疗后发作频率渊次 辕 凿冤
园苑援员
员远援苑
员园援圆
园远援猿
园远援员
源远援源

发作频率减少渊豫冤
源员援愿
猿猿援圆
猿怨援猿
缘员援怨
源愿援苑
源员援猿

细胞外液中 咱愿暂遥 蕴耘灾 口服剂量在 缘园园耀缘 园园园 皂早 之

间袁 呈线性的药动学曲线袁远远豫以原型从肾脏排泄袁
无肝酶及自身诱导作用袁药物之间相互作用极少遥因
而可与其他任何抗癫痫药物联合应用袁 用于治疗一
些难治性癫痫遥

左乙拉西坦自 员怨怨怨 年被美国 云阅粤 批准用于成

人耐药性癫痫局限性发作添加治疗以来袁 其后在欧

论

洲及亚洲亦被批准用于成人和儿童耐药性癫痫的添

左乙拉西坦是一种广谱的新型广谱抗癫痫药
物遥 与传统抗癫痫药物的作用机制不同袁蕴耘灾 对钠
离子通道或 栽 型钙通道的功能无影响袁不与兴奋性

或抑制性神经递质受体结合袁 也不影响 酌鄄郧粤月粤 转
氨酶或谷氨酸脱羧酶活性或第二信使系统袁而是通

过与中枢神经的突触囊泡蛋白 圆粤渊杂灾圆粤冤结合而调
控突触囊泡内的神经递质释放袁阻止神经元异常放
电的传导而发挥抗癫痫作用 遥
咱苑暂

蕴耘灾 几乎具备了近乎理想的抗癫痫药物的所

加治疗咱怨暂遥 我国也已进行了成人和跃员远 岁青少年难

治性部分性发作 蕴耘灾 的疗效与安全性临床研究袁其
完全控制率明显高于安慰剂组咱员园暂袁提示 蕴耘灾 是一种

可用于添加治疗的广谱有效的抗癫痫药遥 国内学者
翟琼香等咱员员暂报道袁左乙拉西坦作为添加治疗对于儿
童各型癫痫均有疗效袁尤其对于复杂局限性发作尧肌
阵挛性发作等具有较好疗效袁且不良反应轻袁对儿童
难治和耐药性癫痫的药物治疗是一种有益选择遥 目
前袁 判断抗癫痫物疗效最公认指标为治疗前后患者

有药代动力学特性遥 口服吸收完全渊跃怨缘豫冤袁生物利

发作频率的变化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左乙拉西坦治疗

浆蛋白结合率低袁不到 员园豫遥 动物实验还显示该药

作频率减少 源员援猿 豫袁治疗前后的月发作频率具有显

用度高袁接近 员园园豫袁达峰时间短袁只有 园援远耀员援猿 澡袁血
能迅速穿透血脑屏障并很快分布于海马和前脑皮质

难治性癫痫的总有效率达 苑园援怨豫袁 治疗后总体月发

著性差异袁 左乙拉西坦添加治疗难治性癫痫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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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燕等院左乙拉西坦添加治疗儿童难治性癫痫
间 的临床研究

良好的疗效遥 秩和检验显示不同类型癫痫使用左乙
拉西坦治疗效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袁对部分性和全面
性发作都有效果袁说明 蕴耘灾 具有广谱的抗癫痫作用袁
用于治疗儿童难治性癫痫可能是一种有益的选择遥

蕴耘灾 不良反应少而轻微遥 国外文献报道最常见

咱猿暂

粤遭燥怎鄄运澡葬造蚤造 月援 蕴藻增藻贼蚤则葬糟藻贼葬皂 蚤灶 贼澡藻 贼则藻葬贼皂藻灶贼 燥枣 藻责蚤造葬责泽赠

咱源暂

酝葬则泽燥灶 粤郧袁酝葬早怎蚤则藻 酝袁砸葬皂葬则葬贼灶葬皂 杂援 耘责蚤造藻责泽赠咱允暂援 悦造蚤灶

咱缘暂

的不良反应为嗜睡尧无力尧头晕尧情绪异常尧行为异常
和胃肠不适等咱员圆暂遥 主要发生在治疗初期袁随着治疗
时间的延长和发作控制袁不良反应会逐渐减轻或消

失袁这一点与其他抗癫痫药物相似遥 本组 蕴耘灾 不良

咱允暂援 晕藻怎则燥责泽赠糟澡蚤葬贼则 阅蚤泽 栽则藻葬贼袁圆园园愿袁源院缘园苑原缘圆猿
耘增蚤凿渊韵灶造蚤灶藻冤袁圆园园怨袁圆园园怨院员圆园员

粤怎遭蚤藻造 耘袁悦澡蚤泽贼蚤噪 灾袁月造葬贼贼 陨袁藻贼 葬造援 耘枣枣蚤糟葬糟赠 葬灶凿 泽葬枣藻贼赠 燥枣
造藻增藻贼蚤则葬糟藻贼葬皂 渊噪藻责责则葬冤葬凿凿鄄燥灶 贼则藻葬贼皂藻灶贼 蚤灶 葬凿怎造贼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则藻枣则葬糟贼燥则赠 藻责蚤造藻责泽赠 蚤灶 贼憎燥 贼藻则贼蚤葬则赠 糟藻灶贼藻则泽 咱允暂援 匀葬则藻鄄

咱远暂

枣怎葬澡袁圆园园苑袁员源远渊源冤院圆远怨原圆苑员

丁庆明袁 任连坤抗窑癫痛新药左乙拉西坦的临床和安全
性咱允暂援 药物副反应杂志袁圆园园苑袁怨渊源冤院圆怨缘原猿园员

咱苑暂

悦则藻责藻葬怎 粤在袁栽则藻蚤皂 葬灶 阅酝援 蕴藻增藻贼蚤则葬糟藻贼葬皂院 粤 糟燥皂责则藻澡藻灶鄄

全的抗癫痫药物遥

咱愿暂

姜德春袁 王 丽援 癫痫儿童丙戊酸钠群体药代动力学的

性癫痫有较好疗效而且不良反应轻尧依从性好袁对于

咱怨暂

在燥灶葬 悦袁晕蚤藻泽责燥凿扎蚤葬灶赠 陨袁酝葬则糟澡藻贼贼蚤 悦袁藻贼 葬造援 蕴藻增藻贼蚤则葬糟藻贼葬皂

反应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袁大部分可耐受治疗袁未发
生严重不良反应遥 本研究中患儿终止 蕴耘灾 治疗的原
因为治疗无效或症状加重遥 显示 蕴耘灾 是一种比较安
本研究结果显示 蕴耘灾 作为添加治疗儿童难治

其他药物无效的难治性癫痫患儿是一种有益的选
择遥 本研究由于条件有限袁不足之处是病例数较少袁
随访时间较短袁有待于进一步大样本尧多中心的对照
研究袁且能进行更长时间的随访以准确地评价其长
期疗效和安全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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