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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立哌唑联用利培酮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刘振东 1 、 王文婷 2 、 赵松涛 1 、 刘西俊 1 、 孙振芳 1 、 李晶莹 1

【摘要】目的　观察阿立哌唑联用利培酮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以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于我院接受治疗并确诊为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共 86 例，按照

随机数表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43 例。对照组患者采取利培酮治疗 8 周，治疗组患者则应用

阿立哌唑联合利培酮治疗 8 周。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治疗效果、认知功能以及生活质量综合评

定问卷（GQOLI-74）评分变化情况。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韦氏成

人记忆测检（WMS）、智能状况检查（MMSE）以及 GQOLI-74 评分组间无明显差异（P> 0.05）。治疗

后，两组患者 PANSS 评分较治疗前降低，WMS，MMSE 和 GQOLI-74 各项评分较治疗前均升高，上

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且治疗组患者 WMS 以及 MMSE 评分，GQOLI-74 总分及各项评

分与对照组患者评分比较均较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但两组患者治疗后 PANSS 评分，

组间差异不大（P> 0.05。结论　阿立哌唑联合利培酮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同单用利培

酮治疗的效果相当，但联合阿立哌唑治疗对患者认知功能具有良好的改善作用，且能够有效提高患

者生活质量，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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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aripiprazole and risperidone 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schizo-
phrenia　LIU Zhendong，WANG Wenting，ZHAO Songtao，et al..Outpatien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Province 
Mental Health Center，Linyi City，China，276005，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effect of aripiprazole and risperidone 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Methods　86 cases with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our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14 to December 2015 period were  selected for this research，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43 patients of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by risperidone for 8 weeks.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by aripiprazole and risperidone for 8 weeks.Then，the 

clinical effect，cognitive function and GQOLI-74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Before ther-

apy，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of PANSS，WMS，MMSE and GQOLI-74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After treatment，scores of PANSS were lower and scores of WMS，MMSE and GQOLI-74 were higher in both two 

groups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P<0.05）.And after therapy scores of WMS and MMSE as well as total scores and 

each item scores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all the differences had statistical 

meanings（P<0.05）.However，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of PANSS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

ment（P>0.05）. Conclusion　Aripiprazole combined with  risperidone has the same clinical effect as risperidone only 

on th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But the combination treatment with aripiprazole has a better effect on cognitive func-

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chizophrenia. It is safe and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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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在临床上属于慢性重性精神疾病，

是精神科较为常见的一种疾病［1］。相关研究发现，

阿立哌唑应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可有效改善患者临

床症状，能显著减少抗精神疾病药物对患者机体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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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代谢的影响［2］。因此，为进一步得出相关结果，

本研究对阿立哌唑联用利培酮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糖

脂代谢的影响进行观察分析，现进行如下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于我院接

受治疗并确诊为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共 86 例，按照随

机数表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其中观察组 43 例，

男性 32 例，女性 11 例，患者年龄在 19~66 岁，平

均年龄（33.45±9.78）岁；病程在 5~16 个月，平均

病程（7.14±4.12）个月。对照组 43 例，男性 31 例，

女性 12 例，患者年龄在 18~71 岁，平均年龄（31.76
±9.56）岁；病程 8~17 个月，平均病程（7.37±4.91）
个月。纳入标准［3］：①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

断标准》中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者；②阳性与

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分总分在 60 分及以上者。

排除标准：①合并脑器质性疾病者；②有糖脂代谢异

常者或相关影响糖脂代谢因素者。整个研究征得患

者及其家属知情同意，并获得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与实施。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程等临床资料

方面组间比较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有

较强的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取利培酮（生产厂商：西安杨森制

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号：20140725；规格：1mg）进行

治疗。起始剂量为 1mg，在患者服药的第 1 周内可逐

渐增加剂量至每日 2~4mg，服药第 2 周内可增加至

4~6mg。此后，可根据患者个人情况加减用药或者维

持相关剂量不变。但每日剂量不得超过 10mg。每日

1 次或者 2 次，连续治疗 8 周。

治 疗 组 患 者 在 此 基 础 上 联 合 应 用 阿 立 哌 唑

（生产厂商：上海中西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20120827；规格：5mg*7 片）进行治疗。起始剂量为

10mg，患者在用药 2 周后，其用药可根据其自身的

实际情况逐渐增加用药剂量，但每日剂量不得超过

30mg。每日 1 次，连续治疗 8 周。

1.3　观察指标与临床疗效评定

疗效评定标准［4］：根据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

（PANSS）进行评分。分数越高说明患者症状越严重。

认知功能评价标准［5~6］：根据韦氏成人记忆测检

（WMS）、智能状况检查（MMSE）。

生活质量评定标准：根据欧洲研究和治疗协会

设计的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OLI-74）（第三

版）［7］：一共 30 条项目，其赋值为 1~7 分，分值越高

说明功能状况和生命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 SPSS18.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数资

料以（n，％）表示，比较使用 χ2 检验或 Fisher 确切

概率法；计量资料以（x±s）的形式表示，采用 t 检

验。以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PANSS 评分情况

两组患者治疗前 PANSS 评分，组间无明显差异

（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相关评分与治疗前

相比有明显下降（P<0.05），但两组患者组间比较却

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PANSS评分情况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阳性症状

t '值 P ’值
阴性症状

t '值 P ’值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43 25.8±7.9 10.2±4.1 9.432 0.000 22.6±5.7 11.9±5.4 6.851 0.000

对照组 43 25.2±7.6 10.7±4.2 8.981 0.000 21.9±5.6 12.4±5.7 5.556 0.000

t 值 0.237 0.285 0.398 0.416

P 值 0.813 0.831 0.741 0.649

组别 例数
精神病理

t '值 P ’值
总分

t '值 P ’值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43 36.5±7.1 22.7±7.4 8.742 0.000 81.9±19.2 53.8±18.4 17.342 0.000

对照组 43 36.1±7.3 23.9±6.8 7.935 0.000 82.1±18.9 54.6±18.7 16.43 0.000

t 值 0.213 0.685 0.086 0.532

P 值 0.758 0.336 0.972 0.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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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发病原因不明的重症精神病，

该病多起病于青壮年，属于慢性或者亚急性起病的

疾病。此类疾病的患者一般智能正常且意识清楚，

但也有一部分患者在患病过程中出现认知功能障碍。

因此，在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时不仅要考虑治疗药

物的临床疗效，还要充分考虑药物对患者机体糖脂

代谢的影响，尽量避免发生相关严重并发症而影响

患者治疗效果。

临床试验结果表明，应用阿立哌唑治疗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佳，能够较少引起患者体

重增加［8］。本文研究结果发现，患者在应用阿立哌

唑联合利培酮治疗后，其 PANSS 评分与治疗前相比

均有明显下降，提示阿立哌唑和利培酮能有效改善

患者各种精神症状，临床治疗效果佳，两组总体疗

效相当。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应用阿立哌唑治疗精

神分裂症患者在减少患者临床症状的同时可有效改

善患者相关认知功能［9~10］。本研究发现，患者在联合

用药治疗后，其 WMS 以及 MMSE 评分的具体情况：

图片、联想、WMS 再认以及背数记忆的评分较治疗

前明显升高，且相关评分较单独用药治疗的患者更

高，提示联合用药可有效提升患者联想、图片、再

认以及背数记忆的能力，从而有效改善患者的认知

功能。本研究还发现，患者在进行联合用药治疗后，

其生活质量评分较单独用药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更

高，说明患者在治疗后生活质量也得到明显改善。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认知功能变化情况

两组患者治疗前 WMS 和 MMSE 评分，组间比较

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治疗组患者 WMS

以及 MMSE 评分的具体情况：图片、联想、WMS 再

认以及背数记忆的评分较治疗前明显升高，且相

关评分与对照组患者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认知功能变化情况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WMS再认

t '值 P ’值
图片

t '值 P ’值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43 8.8±3.3 10.4±4.3 1.213 0.036 8.1±3.5 10.8±3.9 1.313 0.038

对照组 43 8.6±3.5 9.1±2.4 5.214 0.041 8.2±3.3 8.8±2.6 2.764 0.049

t 值 0.056 2.167 0.054 1.013

P 值 0.944 0.017 0.921 0.037

组别 例数
联想

t '值 P '值
背数记忆

t '值 P ’值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43 8.2±3.3 10.4±4.3 1.321 0.038 9.2±3.5 11.8±4.5 1.313 0.025

对照组 43 8.1±3.5 8.5±2.4 2.214 0.048 9.4±3.3 10.3±2.6 2.764 0.044

t 值 0.052 2.176 0.087 2.013

P 值 0.948 0.046 0.839 0.047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生活质量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 GQOLI-74 评分，组间无明显

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该量表评分及

四个分量表评分较干预前均升高，且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治疗组患者在躯体功能、角色功能、

社会功能、认知功能等方面的评分与对照组患者相

关评分比较显著较高，数据差异具有明显统计学意

义（P<0.05），详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后GQOLI-74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角色功能 躯体功能 认知功能 社会功能 总健康状况

治疗组 43 25.41±12.42 25.12±12.62 24.65±14.54 22.54±13.65 97.74±1.13

对照组 43 18.42±11.33 18.54±13.76 17.86±13.82 15.98±12.43 70.53±9.54

t 值 2.3912 2.1148 2.0125 2.0561 16.3926

P 值 0.0197 0.0383 0.0484 0.0439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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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阿立哌唑联合利培酮治疗精神分裂症患

者的疗效同利培酮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效果相当，

但阿立哌唑治疗后不会影响患者相关认知功能且还

对认知功能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同时，阿立哌唑还

能有效提高患者治疗后的生活质量，值得在临床上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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