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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利培酮联合阿立哌唑与单用利培酮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效果及安全性遥 方法 选择 2019 年 1要

12 月在我院诊断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60 例为研究对象袁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袁每组各 30 例遥 观察组采用
利培酮联合阿立哌唑治疗袁对照组采用利培酮治疗袁比较两组治疗前后 PANSS 评分尧PSP 评分尧MMSE 评分以及

不良反应情况遥 结果 渊1冤治疗后袁两组 PANSS 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治疗后袁观
察组 PANS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渊2冤治疗后袁两组 PSP 评分均显著高于治疗前袁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治疗后袁观察组 PSP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渊3冤治疗后袁两
组 MMSE 评分均显著高于治疗前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治疗后袁观察组 MMSE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袁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渊4冤两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遥 结论 利培酮联合阿立
哌唑治疗精神分裂症可显著改善临床症状袁并且不增加不良反应发生情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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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risperidone combined with aripiprazole and risperidone

alone in 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Methods A total of 60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who were diagnosed and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risperidone com鄄

bined with aripiprazole,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isperidone. The PANSS score, PSP score and MMSE scor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nd the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1) After treatment, the PANSS score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鄄
fore treatment,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PANSS score in the observa鄄

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2)After treatment, the PSP score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nd the dif鄄

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PSP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3)After treatment, the MMSE

score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鄄
icant(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MMSE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4)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otal incidence rat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risperidone

and aripiprazole in 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without incurring ad鄄
verse re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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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慢性的尧严重的精神障碍袁包
括个人感知觉尧情感以及行为异常遥 世卫组织的数据
显示袁精神分裂症在全世界影响着超过共 2300 万人袁

终生患病率为 3.8译耀8.4译遥我国研究数据显示袁1993 年
精神分裂症患病率为 6.55译袁2014 年海南省精神分

裂症终生患病率高达 13.7译遥 精神分裂症需要终身治
疗袁药物是治疗基础遥 利培酮属于第二代抗精神病药

物袁临床上可用于精神分裂症的治疗袁可有效缓解阳
性症状尧阴性症状以及伴发症状[1-2]遥 但部分患者单用

利培酮治疗可能效果欠佳遥 因此在临床工作中袁医生
会根据患者实际情况袁给予不同药物尧不同剂量或组
合袁以达到治疗效果遥 阿立哌唑也属于第二代抗精神
病药物袁临床应用于各种类型精神分裂症治疗袁对患
者主要症状有较好的改善效果袁也可缓解患者的情感

症状[3]遥 本研究探讨利培酮联合阿立哌唑在精神分裂

H20050160袁规格院1 mg冤1 mg/d 为起始剂量袁第 3 天
增加至 2 mg/d袁同时加用阿立哌唑片渊成都康弘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袁批准文号院国药准字 H20060522袁

规格院10 mg冤袁起始剂量为 5 mg/d袁2 d 后递增至 10 mg
的目标剂量袁然后以 5 mg 的剂量幅度增加剂量袁根据

患者病情逐渐调整至 20耀25 mg/d遥对照组单用利培酮
治疗袁起始剂量为 1 mg/d袁根据病情逐渐增加剂量袁最
多为 4耀6 mg/d遥 两组治疗 8 周后进行效果评价遥
1.4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淤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 8 周后采用阳性和阴性

精神症状评定量表渊Positive andegativeyndrome scale袁

PANSS冤[6]对患者阳性症状尧阴性症状以及总分进行评

价袁其中阳性症状 7 项袁阴性症状 7 项袁一般精神病量
表 16 项曰每个项目评分 1耀7 分袁分数越高表示症状越

严重袁总分为阳性量表分+阴性量表分+一般精神病理

症治疗中的效果和安全性遥 现报道如下

量表分遥 于治疗前及治疗 8 周后采用个人与社会表现

1 对象与方法

对患者社会功能进行评价遥 盂治疗前及治疗 8 周后采

量 表 渊Personal and social performance scale袁PSP冤 [ 7 ]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19 年 1要12 月我院治疗的 60 例精神分

裂症患者进行研究遥 其中男 37 例袁女 23 例曰年龄 33耀

54 岁 袁 平 均 渊42.80 依10.30冤 岁 曰 病 程 2 耀10 年 袁 平 均
渊6.70依2.20冤年遥 将 60 例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袁每组各 30 例遥 观察组男 18 例袁女
12 例 袁 平 均 年 龄 渊41.70 依9.60冤 岁 袁 平 均 病 程 渊6.50 依
1.80冤年遥 对照组男 19 例袁女 11 例袁平均年龄渊43.30依

用简易精神状态检查渊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袁
MMSE冤[8]对患者认知功能进行评价遥 该量表包括以下

7 个方面院时间定向力尧地点定向力尧即刻记忆尧注意
力及计算力尧延迟记忆尧语言尧视空间遥 共 30 项题目袁
每项回答正确为 1 分袁回答错误或答不知道为 0 分袁
量表总分为 0耀30 分遥 记录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情况遥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遥 计数

9.20冤岁袁平均病程渊6.90依2.10冤年遥 两组患者性别尧年

资料以[n渊%冤]表示袁采用 字2 检验遥 计量资料以均数依

义渊P跃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见表 1遥 本研究经医院医学

P约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龄尧病程尧症状积分等一般资料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

标准差渊x依s冤表示袁采用配对 t 检验或独立样本 t 检验遥

伦理委员会同意遥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2 结果

纳入标准院年龄逸18 周岁者曰符合精神分裂症的
诊断标准

[4-5]

者曰近 3 个月内未接受正规治疗者曰语言

表达能力正常者曰听力正常者曰对本研究知情同意者遥

排除标准院药物滥用史者曰酒精滥用史者曰认知功能障
碍者曰不能配合相关调查者遥
1.3 方法

2.1 两组治疗前尧治疗 8 周后 PANSS 评分比较

治疗 8 周后袁两组 PANSS 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

下降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治疗 8 周后袁观察组
PANSS 评分较对照组低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2遥

2.2 两组治疗前尧治疗 8 周后 PSP 评分比较

观察组采用利培酮联合阿立哌唑治疗遥 利培酮

渊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袁批准文号院国药准字

治疗 8 周后袁两组 PSP 评分均较治疗前升高袁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治疗 8 周后袁观察组 PSP 评

表 1 两组性别尧年龄尧病程尧症状积分比较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字2/t 值
P值

n

性别渊男/女冤

平均年龄 渊x依s袁岁冤

平均病程渊x依s袁年冤

30

19/11

43.30依9.20

6.90依2.10

30

18/12
0.071

跃0.05

41.70依9.60
0.659

跃0.05

6.50依1.80
0.792

跃0.05

阳性症状评分渊x依s袁分冤 阴性症状评分渊x依s袁分冤
22.30依3.30
21.70依3.60
0.673

跃0.05

34.20依4.80
34.60依5.50
0.300

跃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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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组前近 3 个月内未经过正规治疗袁病情反复遥 精

表 2 两组治疗前尧治疗 8 周后 PANSS 评分比较渊x依s袁分冤
n

组别
观察组

阳性症状

30

治疗前

治疗 8 周后
t值

对照组

P值

30

治疗前

治疗 8 周后
t值

P值

t 两组治疗前比较值
P 两组治疗前比较值
P 两组治疗 8 周后比较值

总分

22.30依3.30 34.20依4.80 88.90依10.50
7.70依1.50 16.90依3.50 47.30依7.80
22.061
约0.05

15.951
约0.05

17.420
约0.05

21.70依3.60 34.60依5.50 89.10依11.00
10.80依2.00 23.70依4.60 58.50依9.70
14.497

8.327

11.428

0.300

0.072

约0.05

约0.05

跃0.05

跃0.05

约0.05

约0.05

0.673
6.792

t 两组治疗 8 周后比较值

阴性症状

6.444

约0.05

n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30
30

治疗前

治疗 8 周后

55.10依11.20

67.50依9.40

54.50依10.80
0.211

跃0.05

P值

76.20依8.70
3.720

t值

8.570
4.645

4.928

为袁可显著改善患者 MOAS 评分尧BPRS 评分袁且不良

P值

约0.05

反应低于单用利培酮治疗者遥 石福强[16]研究显示袁奥

约0.05

氮平联合利培酮治疗精神分裂症可显著提高患者临

约0.05

床症状及认知功能遥 利培酮的不良反应主要有锥体外

组 MMSE 评分较对照组升高袁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渊P约
0.05冤遥 见表 4遥

t值

30

系症状袁因泌乳素水平升高而导致的闭经尧溢乳尧性功
能障碍袁其他还有焦虑尧嗜睡尧头晕尧恶心尧便秘尧消化
不良尧鼻炎尧皮疹等遥 邹展平等[17]的研究显示袁利培酮
治疗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可显著降低空腹血糖水平袁
利培酮剂量与患者空腹血糖呈负相关袁与其糖脂代谢
指标尧血压以及体重不相关袁提示利培酮对患者糖脂
代谢有一定的影响袁在治疗过程中应监测糖脂代谢
指标袁及时调整治疗方案遥

表 4 两组治疗前尧治疗 8 周后 MMSE 评分比较渊x依s袁分冤

对照组

与 5-羟色胺渊5-hydroxytryptamine 2袁5-HT2冤受体及

示袁利培酮联合丙戊酸钠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供给行

升高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治疗 8 周后袁观察

30

培酮为苯丙异噁唑衍生物袁是新一代的抗精神病药遥

可减轻锥体外系不良反应的发生[14]遥 安邦等[15]研究显

约0.05

治疗 8 周后袁 两组 MMSE 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

观察组

利培酮等为一线药物袁氯氮平等为二线药物遥 利

拮抗作用的平衡袁可缓解阴性症状及情感症状袁同时

2.3 两组治疗前尧治疗 8 周后 MMSE 评分比较

n

药与个体化用药原则[9-10]遥

不良反应相对较少[11-13]遥 对中枢系统 5-HT 及多巴胺

0.943

分较对照组高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3遥

组别

疗的原则是规范尧早期尧足量尧足疗程袁并注意单一用

多巴胺 D2 受体结合袁可以缓解患者的阳性症状袁同时

表 3 两组治疗前尧治疗 8 周后 PSP 评分比较渊x依s袁分冤
组别

神分裂症的治疗主要是药物治疗袁目前临床上药物治

治疗前

治疗 8 周后

22.10依5.20

24.50依2.40

22.30依5.60
0.143

跃0.05

P值

27.20依3.70
3.353

t值

3.999
2.295

阿立哌唑作为新型非典型抗精神分裂症药物袁对

P值

DA 能神经系统具有双向调节作用[18]遥 其抗精神分离

约0.05

症的作用与其能部分激动 D2尧5-HT1A 受体的作用尧

约0.05

拮抗 5-HT2A 受体的作用有关遥 其优点是不良反应较

约0.05

轻尧体重增加尧锥体外系反应等发生率较低袁所以患者
的耐受性较好遥 不良反应主要有头痛尧 焦虑失眠尧嗜

2.4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观察组出现头晕 1 例袁恶心 2 例袁嗜睡 1 例袁垂体

外系统反应 1 例袁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 16.67%渊5/30冤曰
对 照 组 头 晕 2 例袁恶心 3 例袁嗜睡2 例袁垂体外系统

反应 2 例袁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 30.00%渊9/30冤遥 两

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字 =
2

1.491袁P跃0.05冤遥

睡尧小便失禁尧静坐不能等遥 魏保华[19]研究显示袁阿立
哌唑治疗精神分裂症可显著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袁且
嗜睡尧失眠尧体重增加尧静坐不能等不良反应总发生率
低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袁观察组采用阿立哌唑联合利培
酮治疗袁对照组单独应用利培酮治疗袁治疗后观察组
PANSS 评分下降更显著袁PSP尧MMSE 评分升高更显
著袁提示两者联合治疗效果更佳袁而两组不良反应总

发生率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遥 而杨永秀
等[20]研究显示袁联合阿立哌唑与利培酮治疗组的不良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综合征袁病因未明袁患者在思

反应发生率低于单用利培酮组袁原因是联合用药后利

维尧感知尧情感尧行为等出现障碍袁且精神活动不协调遥

培酮的用量低于单用利培酮治疗者袁因此相关不良反

患者多病程迁延尧反复尧加重尧甚至恶化袁最终导致精

应少遥 本研究与其研究存在差异袁考虑原因可能是本

神残疾袁但经积极的治疗后也有患者可维持在基本痊

研究纳入的样本量相对较少袁而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可

愈或痊愈的状态遥本研究纳入的患者病程为 2耀10 年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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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异遥 本研究中未对联合应用时药物剂量进行分析袁
期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够进一步研究遥
综上所述袁利培酮联合阿立哌唑治疗精神分裂症
可显著改善临床症状袁且不增加不良反应的情况遥

[10] 韩毅袁左津淮袁安旭光袁等.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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