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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加用托吡酯对难治性癫痫患儿异常放电、骨代谢    
相关指标及甲状腺功能的影响*    

黄 灵1△,李雪斌1,黄建敏1,蒙兰青1,黄瑞雅1,黄月艳2

(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 1.神经内科;2.儿科,百色 533000)

摘要 目的:探讨加用托吡酯治疗对难治性癫痫患儿异常放电、骨代谢相关指标及甲状腺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2014年3
月至2016年3月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收治的63例难治性癫痫患儿,在原有抗癫痫药物基础上加用托吡酯治疗,坚持用

药6个月,观察其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并于治疗前后对患儿脑电活动、体重指数、糖代谢、骨代谢相关指标及甲状腺功能进行

测定。结果:63例难治性癫痫患儿治疗的总有效率为76.19%(48/63),药物不良反应症状均较轻,患儿均可耐受。与治疗前

比较,治疗6个月后痫样放电、α波、β波、θ波、δ波数量、体重指数、血胰岛素、瘦素、胰岛素抵抗指数(IR)均显著下降(均P<
0.05);治疗6个月后血清骨钙蛋白(OC)、血清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较治疗前降低(P<0.05),尿脱氧吡啶啉与尿肌酐比值

(DPD/Cr)较治疗前增加(P<0.05)。结论:加用托吡酯治疗难治性癫痫疗效较好,能明显减少异常放电,但该药物可能影响

糖代谢及骨代谢,需定期检查甲状腺功能,同时给予钙剂、维生素D等干预,以提高用药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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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topiramateonabnormaldischarge,bonemetabolismandthyroidfunctioninchildren
withintractableepilepsy
HuangLing1,LiXuebin1,HuangJianmin1,MengLanqing1,HuangRuiya1,HuangYueyan2.(1.Depart-
mentofInternalNeurology;2.DepartmentofPediatrics,TheAffiliatedHospitalofYoujiangMedicalU-
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Baise533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effectoftopiramateonabnormaldischarge,bonemetabolismand
thyroidfunctioninchildrenwithintractableepilepsy.Methods:63childrenwithintractableepilepsytreated
inourhospitalfromMarch2014toMarch2016wereselected.Allchildrenweretreatedwithanti-epileptic
drugswiththeadditionoftopiramatefor6months.Theclinicalefficacyandadversereactionswereob-
served.Brainelectricalactivity,bodymassindex(BMI),glucoseandbonemetabolismsassociatedinde-
xes,andthyroidfunctionweremeasuredbeforeandaftertreatment.Results:Thetotalresponseratewas
76.19% (48/63).Adversereactionsweremildandallchildrencouldtolerate.After6monthsoftreat-
ment,epilepticdischarge,numberofα,β,θandδwaves,BMI,seruminsulinlevels,leptinlevelsandin-
sulinresistanceindex(IR)weresignificantlylowerthanthosebeforetreatment(P<0.05).Thelevelsof
osteocalcin(OC)andtriiodothyronine(T3)inserumweredecreased,whiletheratioofurinarydeoxypyr-

idinoline/creatinine(DPD/Cr)wasincreasedafter
6monthsoftopiramatetreatment(P <0.05).
Conclusion:Combineduseoftopiramatehadbetter
effectonthetreatmentofintractableepilepsy.It
couldsignificantlyreduceabnormaldischarge,but
mightaffectglucoseandbonemetabolisms.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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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idfunctionshouldbemonitoredperiodicallyandcalciumsupplementsandvitaminDshouldbeadminis-
tratedatthesametimetoimprovemedicationsafety.
Keywords intractableepilepsy;topiramate;brainelectricalactivity;bonemetabolism;thyroidfunction

  小儿癫痫典型特征为病患脑细胞群同步异常放

电,临床症状多样,易反复发作[1]。难治性癫痫主要

指的是临床迁延、正规抗癫痫药物干预至少2年,但
仍会发作的一种癫痫,严重影响患儿身心健康,目前

临床缺乏特效药物[2]。托吡酯作为临床一种新型抗

癫痫药物,可能通过抑制神经、阻断电压依赖性钠通

道等多种机制达到抗癫痫的目的,临床实践发现托

吡酯单用或加用治疗难治性癫痫有效[3],部分患者

使用抗癫痫药物后出现骨量减少现象,但关于托吡

酯对癫痫患儿骨代谢影响相关报道较少。另外,托
吡酯易发生头晕、体重下降等中枢神经系统相关不

良反应[4],而甲状腺素在大脑发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可见分析托吡酯对癫痫患儿甲状腺功能的影响,对
了解该药物中枢神经系统相关不良反应发生具有一

定的意义。基于此,笔者采用开放性自身对照研究,
主要通过观察难治性癫痫患儿加用托吡酯治疗前后

异常放电、骨代谢相关指标及甲状腺功能变化,以评

价加用托吡酯治疗难治性癫痫可行性,为临床治疗

提供重要依据,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3月至2016年3月

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收治的的难治性癫痫患儿

63例,其中男37例,女26例;年龄3~14岁,平均

(8.14±0.35)岁;病 程 2~6 年,平 均 (3.12±
0.30)年;癫痫类型:复杂部分性发作43例,全面性

发作16例,继发全面性发作4例。
1.2 病例纳入标准 纳入标准:(1)符合《实用儿

科学》(第7版)[5]中难治性癫痫的诊断标准者;(2)
一线抗癫痫药物单一或联合治疗至少2年,且用药

至最大耐药剂量仍未控制,1个月发作4次以上者;
(3)脑电图检查显示异常放电者;(4)日常饮食基本

正常者;(5)患儿家长知情同意者。排除标准:(1)
肝、肾功能不全者;(2)佝偻病、甲状腺功能异常者;
(3)凝血机制障碍、脑发育畸形、肿瘤者;(4)近期(6
个月内)使用糖皮质激素类药物者;(5)中途改为其

他抗癫痫药物治疗者;(6)相关资料不全者。
1.3 治疗方法 在原有抗癫痫药物基础上加用托

吡酯治疗,其中丙戊酸钠用药16例,卡马西平用药

15例,卡马西平+丙戊酸钠用药20例,卡马西平+
苯巴比妥用药4例,丙戊酸钠+氯硝安定用药8例。

托吡酯治疗方案:起始剂量0.5~1.0mg/kg·d-1,
间隔1~2周增加0.5~1.0mg/kg·d-1,到发作控

制或最大耐受量为止,至稳定期,维持目标剂量用药

12周后至延长期,托吡酯用药剂量维持不变,慢慢

减少原有抗癫痫药物,通常间隔2周减少1/3左右

用药剂量;其中酶诱导类药物撤掉后托吡酯血药浓

度上升,当不良反应发生时需适当减少托吡酯用药

剂量,最终至托吡酯单药或两药联合治疗。本组患

儿均坚持用药6个月。
1.4 观察指标 (1)脑电活动:治疗前、治疗6个月

后通过脑电图机(日本光电EEG-1200C)测定患儿

脑电图变化情况,单级、双级导联描记,计算20min
内癫痫样放电量,30s内α波、β波、θ波、δ波数量;
(2)糖代谢情况:治疗前、治疗6个月后通过全自动

血液生化分析仪测定患儿血糖、血胰岛素、瘦素水

平,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IR)及体重指数;(3)骨代

谢指标:治疗前、治疗6个月后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

3mL,并 收 集 尿 液 标 本,通 过 酶 联 免 疫 吸 附 法

(ELISA)测定血清骨钙蛋白(OC)、尿脱氧吡啶啉

(DPD),经由苦味酸不除蛋白法测定尿肌酐(Cr),计
算DPD/Cr比值;(4)甲状腺功能情况:治疗前、治疗

6个月后清晨空腹采集外周静脉血2mL,常规血清

分离后保存在-20℃冰箱中保存待测,通过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化疗发光免疫法)测定血清甲状腺素

(T4)、游离T4(FT4)、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游
离T3(FT3)、促甲状腺素(TSH)等甲状腺功能指

标,严格按照相关试剂盒说明书操作;(5)不良反应

情况:用药期间行肝肾功能、心电图等相关检查,同
时观察记录患儿嗜睡、体重下降、乏力等药物不良反

应发生情况。
1.5 疗效判定标准[5] 治疗6个月后评价疗效,
(1)治愈:治疗后癫痫临床症状消失;(2)显效:治疗

后癫痫发作次数较治疗前减少>75%;(2)好转:治
疗后癫痫发作次数较治疗前减少50%~75%;(3)
无效:治疗后癫痫发作次数较治疗前减少<50%或

增多。总有效率=(治愈+显效+好转)例数/总例

数×100%。
1.6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分

析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췍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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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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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临床疗效 临床治愈12例(19.05%),显效

28例(44.44%),好转8例(12.70%),无效15例

(23.81%),治疗总有效率为76.19%(48/63)。
2.2 脑电活动变化 与治疗前比较,治疗6个月后

痫样放电、α波、β波、θ波、δ波数量均明显下降,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1。
2.3 糖代谢指标及体重指数变化 与治疗前比较,
治疗6个月后血胰岛素、瘦素、IR、体重指数均明显

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而治疗前后

血糖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
表2。

表1 治疗前、后脑电活动变化比较(췍x±s)

时间
痫样放电

/(次/20min)
α波

/(次/30s)
β波

/(次/30s)
θ波

/(次/30s)
δ波

/(次/30s)
治疗前 22.15±3.78 33.36±5.17 22.60±3.34 33.64±4.58 25.37±3.16

治疗6个月后 9.55±1.04* 21.12±3.15* 10.91±2.17* 21.90±4.00* 13.46±2.85*

        与治疗前比较,*P<0.05。

表2 治疗前、后糖代谢指标、体重指数比较(췍x±s)

时间
血糖

/(mmol/L)
血胰岛素
/(pmol/L)

瘦素
/(μg/mL)

IR
体重指数
/(kg/m2)

治疗前 5.12±0.20 8.52±6.12 4.05±0.74 1.20±0.15 18.60±2.12
治疗6个月后 5.20±0.31 6.35±3.40* 3.00±0.48* 0.71±0.10* 17.35±2.29*

        与治疗前比较,*P<0.05。

2.4 骨代谢指标变化 与治疗前比较,治疗6个月

后血清OC水平明显降低,尿DPD/Cr比值明显增

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5 甲状腺功能相关指标变化 与治疗前比较,治
疗6个月后血清T3水平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治疗前、后血清T4、FT4、FT3、TSH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2.6 不良反应情况 均无肝、肾功能异常等严重不

良反应发生;药物不良反应中出现头晕、嗜睡12例

(19.05%),体重下降4例(6.35%),情绪障碍1例

(1.59%),纳差16例(25.40%),症状均较轻,患儿

可耐受。

表3 治疗前、后骨代谢相关指标比较(췍x±s)

时间
血清OC
/(μg/L)

尿DPD/Cr比值

治疗前 95.18±24.35 21.27±8.13
治疗6个月后 70.56±22.71* 50.12±16.98*

   与治疗前比较,*P<0.05。

表4 治疗前后甲状腺功能相关指标比较(췍x±s)

时间 T4
/(nmol/L)

FT4
/(pmol/L)

T3
/(nmol/L)

FT3
/(pmol/L)

TSH
/(mIU/L)

治疗前 102.13±4.06 18.97±3.55 1.30±0.51 5.06±1.40 2.98±2.62
治疗6个月后 103.21±4.05 18.62±3.56 1.06±0.58* 5.06±1.59 2.94±2.54

        与治疗前比较,*P<0.05。

3 讨 论

  托吡酯(妥泰)属于单糖磺基衍生物,抗癫痫作

用明显,具有起效快、生物利用度高等特点,适用于

各种类型癫痫,且临床也用于难治性癫痫干预。根

据托吡酯药理作用,结合临床实践及相关研究报道,
笔者认为托吡酯治疗难治性癫痫作用的可能机制

为[6-7]:(1)对电压依赖性钠通道有一定的阻断作用,
进而减少异常放电发生次数,缩短痫样放电持续时

间,这一机制与卡马西平等传统抗癫痫药物类似;

(2)通过拮抗α-氨基-3-羟基-5-甲基-4-异恶唑丙酸受

体(APMA受体)抑制大脑皮质、海马等钙内流,达
到保护神经元的目的;(3)托吡酯还能增强氨基丁酸

对神经的抑制作用,同时对 AMPA/KA亚型(谷氨

酸受体)拮抗抑制神经兴奋性;(4)该药物对碳酸肝

酶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发挥抗惊厥功效。
  本研究结果显示,63例难治性癫痫患儿加用托

吡酯治疗6个月后总有效率高达76.19%,比魏大

萍等[8]报道的75.00%略高,且治疗6个月后脑电活

动明显减少,疗效较好。此外,根据既往用药情况,
托吡酯常见不良反应为头晕、嗜睡等中枢神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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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症状,情绪障碍等相对少见。本研究结果还显

示,加用托吡酯治疗6个月后不良反应以头晕、嗜
睡、纳差、体重下降等为主,且症状均较轻,患儿可耐

受。因此,临床需密切观察患儿用药后反应,根据情

况合理调整用药剂量,以减少不良反应发生。
  因托吡酯不良反应以中枢神经系统相关症状为

主,笔者探讨了加用托吡酯对难治性癫痫患儿甲状

腺功能的影响。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6个月后血

清T3水平较治疗前显著下降(P <0.05),而血清

T4、FT4等其他指标治疗前、后无明显变化(P >
0.05),表明加用托吡酯治疗6个月对患儿甲状腺功

能影响不大。其中T3生理活性比T4大4倍左右,
因此T3水平下降明显,可能出现甲状腺功能减退

现象,而T3水平下降可能是导致患儿出现头晕、嗜
睡等中枢神经系统相关症状的原因。但患儿若长时

间处于低甲状腺素水平,可能对其神经元功能造成

不良影响,因此行托吡酯治疗时建议定期行甲状腺

功能检查。
  近年来较多文献报道称托吡酯可能影响癫痫患

儿骨代谢[9-10],但目前尚无定论。骨代谢主要分为

骨形成、骨吸收两大部分,分别对应成骨细胞、破骨

细胞。儿童骨形成比骨吸收大,骨形成越好,骨骼发

育则越好。OC被认为是成骨细胞基因标志物,其
20%左右被释放至血液循环中,且血清中 OC水平

越高,骨中OC水平则越高。DPD为主要源于骨骼

的成熟骨胶原组成部分,直接经由肾脏排泄。本研

究结果显示,与治疗前相比,加用托吡酯治疗6个月

后血清OC水平明显降低(P <0.05),尿DPD/Cr
比值显著增加(P <0.05),可见,加用托吡酯治疗

6个月可能影响患儿骨代谢过程,与张艳玲等[11]研

究结果基本一致,分析其原因可能与该药物碳酸肝

酶抑制作用、减少25羟维生素D3[25(OH)D3]合
成、血浆钙磷水平下降[12]有关。因此,给予托吡酯

治疗的同时需行钙剂等相关干预。
  此外,本研究还分析托吡酯对癫痫患儿体重指

数、糖代谢指标的影响。血胰岛素对机体血糖、蛋白

质及脂肪代谢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IR主要用于机

体血胰岛素浓度变化反映,同时在生理、病理变化中

也有重要作用。本研究结果显示,托吡酯治疗6个

月会显著减缓患儿体重增长,明显降低血胰岛素、瘦
素及IR值,与叶静萍[13]研究结果基本相符。分析

托吡酯影响癫痫患儿体重指数原因:该药物治疗6
个月后致使患儿血清瘦素水平显著下降(比正常参

考值低),导致患儿纳差,体能消耗增加,这是导致患

儿体质量增长减缓的最重要原因;同时能降低IR,
增强其敏感度,进而造成机体胰岛素水平下降,影响

脂肪合成,最终影响患儿生长发育。
  综上所述,加用托吡酯治疗难治性癫痫安全可

行,能显著减少减轻脑电活动,一定程度上减轻癫痫

发作,但该药物可能影响骨代谢、糖代谢指标,且明

显减缓患儿体重增长,需合理用药,提高用药安全

性;同时,托吡酯对甲状腺功能影响不大,但建议定

期检查甲状腺功能,且抗癫痫治疗的同时建议给予

钙剂、维生素D、免疫功能改善等干预。由于本研究

为自身对照试验,未设置对照组,可能不能突显加用

托吡酯治疗效果,需进一步通过前瞻性、多中心对照

研究分析,且本研究用药时间较短,关于其远期疗效

需进一步随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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