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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利培酮与氟哌啶醇治疗老年帕金森伴精神障碍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我院 2010年 4月至 2013年 12月期间收治的 PD合并精神障碍的老年患者 102例随机平

均分为研究组 51例和对照组 51例，两组患者调整对抗帕金森药物后，研究组患者给予利

培酮片，对照组患者给予氟哌啶醇片进行治疗，治疗前及治疗 4周后对患者进行 UPDRS、

PANSS、HAMD 及 MMSE量表评分，同时记录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研究组患

者经过治疗各项指标均有显著好转，同时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的 PANSS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患者，MMSE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对照组患

者的 UPDRS、PANSS、HAMD 显著降低，而 MMSE评分明显升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各项不良发应发生情况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利培酮与氟

哌啶醇治疗老年帕金森伴精神障碍均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安全性高，但是利培酮对患者

的精神障碍症状的改善显更加显著，同时对老年患者的认知功能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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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risperidone and haloperidol 

treatment senile Parkinson with mental disorder.Methods:The combined with mental disorders in 

our hospital from 2010 April to 2013 December during the PD of 102 cases of elderly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51 cases and control group 51 cases,the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after adjustment against Parkinson drugs,patients in study group were given 

Risperidone Tablets,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he treatment of haloperidol 

tablets,before treatment and after 4 weeks of treatment on patients with UPDRS,PANSS,HAMD 

and MMSE scale score,and recorded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Results:Study group patients after treatment of various indicators improved 



significantly,while the study group patients after treatment,PANSS sco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 patients,MMSE sco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patients,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whil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UPDRS,PANSS,HAMD 

decreased,and MMSE scor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the differences were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0.05);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 an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Conclusion:Risperidone and haloperidol in the treatment of complicated with 

mental disorder have better treatment effect of senile Parkinson,high safety,but the improvement 

of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risperidone significantly more significantly,but had 

no influence on cognitive func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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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PD）是种常见的发生于黑质及其纹状体递质通路改变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

性病变，在患者中晚期时常常引起妄想、焦虑等精神障碍症状[1]。而目前临床上常常通过

停止或减少会引起精神症状的药物并给予经典的抗精神疾病的药物进行治疗，尽管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改善患者精神障碍，但会引起运动症状的加重。本次研究旨在对比分析利培酮

与氟哌啶醇治疗老年帕金森伴精神障碍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0年 4月至 2013年 12月期间前来我院门诊及住院治疗的诊断为 PD合并精神

障碍的老年患者 102例，所有患者均符合相关诊断标准，所有患者均无精神病病史及抗精

神病药物史。所有患者中男性 57例，女性 45例，年龄为 60~79岁，平均年龄

（68.5±6.2）岁，病程为 10个月~23 年，其中主要为阳性症状表现者 59例，为阴性症状

表现者 43例，按照随机数字法将患者平均分为研究组 51例和对照组 51例，两组患者的性

别、年龄等一般情况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研究方法

两组患者均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及体征对抗帕金森药物进行调整，研究组患者在此基础上

给予利培酮片（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生产），起始剂量给予 1mg/d，2 周内调整剂量达到

4mg/d。对照组患者给予氟哌啶醇片（长白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口服从 2~4mg/d起，

2周内调整剂量达到 20mg/d，3 次/d。治疗期间禁止使用其他抗抑郁药、抗精神病药等药

物治疗，同时监测患者的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血压等。

1.3评价标准



对所有患者在治疗前与治疗后 1个月分别通过 UPDRS评定量表对患者的运动功能进行评价，

通过 HAMD量表评定患者的抑郁程度，通过 MMSE评分量表对患者的认知功能进行评定，通

过 PANSS症状量表对患者的精神障碍情况进行评价，同时根据 TESS评分量表对患者的不良

反应情况进行评价。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7.0统计软件对本次研究中的数据进行处理，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2检验，计量

资料比较采用 t检验，当 P<0.05时,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各项评分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经过治疗后，其 UPDRS、PANSS、

HAMD评分均有显著性降低，同时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的 PANSS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研究组患者治疗后 MMSE评分明显升高，而对照组患者

的 MMSE评分明显降低，研究组患者治疗后的 MMSE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表 1.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各项评分对比

组别 时间 UPDRS PANSS HAMD MMSE

研究组 治疗前 47.65±4.18 86.26±13.81 27.31±10.25 8.58±7.68

治疗后 33.85±5.92* 33.26±8.63*# 20.51±8.69* 10.93±6.92*#

对照组 治疗前 48.12±3.95 85.79±14.12 25.78±11.14 9.31±8.28

治疗后 35.41±5.24* 41.81±12.15* 21.68±9.03* 7.74±7.11*

注：同组内与治疗前相比，*P<0.05；同时间与对照组相比，#P<0.05

2.2两组患者的不良发应情况对比分析：两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不良反应，

通过调整治疗药物剂量或进行干预治疗后好转，两组患者的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均无显

著性差异（P>0.05），详见表 2。而两组患者治疗后的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血压

等指标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表 2.两组患者的不良发应情况对比

组别 嗜睡 肌强直 抑郁 震颤 食欲下降 唾液增多

研究组 5（9.8%

）

3（5.9%

）

0 1（2.0%

）

1（2.0%

）

0



对照组 3（5.9%

）

4（7.8%

）

1（2.0%

）

2（3.9%

）

2（3.9%

）

1（2.0%

）

2 0.105 0.076 0.016 0.035 0.035 0.016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3讨论

3.1帕金森伴精神障碍发病机制：PD 是种常见的运动障碍型疾病，其基础病理改变为黑质-

纹状体递质通路的改变以及多巴胺（DA）的减少，并且有研究证明 DA递质的减少程度与患

者临床症状的严重程度呈正线性相关[2]。有研究报道约有 30%左右的 PD患者在发病的中晚

期会出现精神障碍[3]，目前其发病机制尚未明确，可能主要有以下方面有关：①疾病自身

所致，PD 患者的自身症状程度引起心理改变，以及抑郁、认知障碍等因素均会增加患者的

精神障碍程度[4]；②抗 PD药物所致，DA 的亢进导致纹状体的抑制作用增强，造成临床上

不同精神障碍症状[5]；③神经中枢系统改变，其中主要是 5-羟色胺（5-HT）及去甲肾上腺

素（NE）的减少有关，焦虑抑郁等情绪主要与其含量降低有关[6]。

3.2帕金森伴精神障碍临床治疗：目前典型的抗精神病药物是通过对大脑内的 DA受体产生

作用而达到治疗效果，以缓解精神症状，但是常常由于影响锥体外系、内分泌、心血管等

系统而产生不良发应，从而降低了其在临床上的使用[7]。利培酮属于苯并异恶唑的衍生物，

主要是 5-HT受体及 DA受体的平衡阻滞剂，能够显著改善老年患者的精神障碍的阳性症状

[8]；而氟哌啶醇属于典型的丁酰苯类抗精神分裂药，其主要能够阻断脑内的多巴胺受体，

同时可以促进脑内的 DA转化，能够具有较好的抗幻觉、妄想及抗兴奋、躁动的作用，同时

具有较强的阻断锥体外系中 DA的作用[9]。

在本次研究中，两组患者的运动功能、抑郁程度及精神障碍程度均有显著改善，而治疗后

研究组患者的精神障碍程度的改善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有研究结果提示两种药物治疗的总有效率无显著性差异，与本研究结果存

在差异，可能是由于治疗时间长短不一致引起[10]。同时研究组患者的认知功能经过治疗后

显著改善，而对照组有所降低。而不良发应发生情况比较，两组患者均无显著性差异。

综上所述，利培酮与氟哌啶醇均能够改善 PD合并精神障碍患者的运动功能、抑郁程度及精

神障碍程度，且安全性高，但利培酮对患者的改善情况明显优于氟哌啶醇，而氟哌啶醇会

对患者的认知功能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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