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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利哌酮缓释剂治疗首发、复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疗效以及对患者社
会功能改善的作用

赵　孟 1 、 王高华 1 、 陈婷婷 2 、 刘　毅 2 、 陈　婕 2 

【摘要】目的　探讨帕利哌酮缓释剂对首发、复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疗效及其社会功能的作用。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期间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20 例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首发组）

和 20 例复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复发组）作为本研究对象，两组患者均采用帕利哌酮缓释剂进行治疗。

分别对两组患者的治疗前、治疗 2 周、4 周和 8 周后的阴性与阳性症状量表（PANSS）、治疗前后的

社会功能改善（PSP 总分）、临床疗效以及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率进行比较。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

者 PANSS 量表评分无明显差异（P> 0.05），治疗 2 周、4 周和 8 周后，首发组患者间的 PANSS 总分、

阴性症状、阳性症状及一般病理量表评分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显著（P< 0.05）；复发组患者的 PANSS

总分、阳性症状及一般病理量表评分亦比治疗前低（P< 0.05），但阴性症状治疗 2 周时差异不明显，

但在治疗 4 周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患者治疗 8 周后的 PSP 总分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0.05），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首发组的临床显效率和不良反应总发生

率与复发组无明显差异（P> 0.05）。结论　帕利哌酮缓释剂治疗首发、复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阴阳

性症状的疗效均较为显著，同时可以提高患者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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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paliperidone on clinical symptoms and social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and 
recurrent schizophrenia　ZHAO Meng，WANG Gaohua，CHEN Tingting，et al. Renmi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
sity，Wuhan 43006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aliperidone on clinical symptoms and social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and recurrent schizophrenia. Methods　20 first episode schizophrenia patients（the first 

group）and the 20 recurrence schizophrenia patients（recurrence group）were selected，all of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treated with paliperidone.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mptoms scale（PANSS），social function（PSP score），and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between two group were compared before treatment and after 2 weeks，4 weeks，8 weeks 

treatment.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the scores of PANSS in two group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After 2 weeks，4 weeks and 8 weeks of treatment，the scores of PANSS，positive symptoms，negative symptoms and 

general pathology in first group were lower than before treatment，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P<0.05），And the 

PANSS score，positive symptoms and general pathology scores in recurrence group of patients were lower than before 

treatment（P<0.05）.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on scores of negative symptoms between after 2 weeks of 

treatment and before treatment in recurrence group，but there we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efore treatment and after 4，

8 weeks of treatment in recurrence group. （P<0.05）；after 8 weeks of treatment，the score of PSP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P<0.05），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The 

paliperidone have significant efficacy on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mptoms in first-episode and recurrent schizophrenic 

patients，and can improve the patient's social func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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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分裂症通常发病于成年早期［1］，终生发病

率约为 1％［2-3］，严重影响患者的社会功能。目前药

物治疗在疗效、不良反应和耐受性方面具有一定的

局限性［4］。帕利哌酮缓释剂是一种新型非典型抗精

神病药物，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精神分裂症的治疗

中。但关于该药物治疗首发、复发精神分裂症的疗

效比较及对社会功能的影响的文献较少。笔者通过

对收治的首发、复发精神分裂症患者使用帕利哌酮

缓释剂进行治疗，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期间首次在我

院接受治疗的 20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首发组）和复

发再次入院接受治疗的 20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复发

组）。纳入标准：（1）符合 DSM-5 精神分裂症诊断

标准的急性期住院患者；（2）18～60 周岁的男性或

女性患者；（3）既往未被诊断或没有接受抗精神病

药物治疗（或系统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进入首

发患者组；（4）既往被诊断、且接受过抗精神病药

物治疗、并出现≥ 1 次复发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进入

复发患者组等；同时排除由情感性疾病、物质依赖、

痴呆等其他精神疾病引起的激越、入院前 6 个月内

DSM-5 诊断为活性物质依赖、企图自杀或临床评估

具有自杀或暴力行为的严重倾向等。其中首发组患

者中包括男性 11 例，女性 9 例，平均年龄为（41.20
±4.47）岁，平均病程为（1.48±0.31）年；复发组患

者中包括男性 8 例，女性 12 例，平均年龄为（43.44
±4.89）岁，平均病程为（1.75±0.67）年。经比较，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首发、复发精神分裂症急性期患者分别予以帕

利哌酮 6mg/ 日起始，间隔 5 天后加量至 9mg/ 日，然

后根据临床情况 5 天加、减 3mg/ 日，帕利哌酮缓释

片平均治疗剂量维持在 9～12mg/ 天，研究持续时间

为 2 个月。

1.3　观察指标 

分别对两组患者的治疗前、治疗 2 周、4 周和 8
周后的阴性与阳性症状量表（PANSS）、社会功能改

善（PSP 总分）、临床疗效以及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

率进行比较。其中 PSP 总分共 100 分，每 10 分为一

个等级，包括劳动和学习在内的对社会有用的活动

（A）、个人和社会关系（B）、自我照料（C）、干扰和

攻击行为（D）等四个方面，采用 1-6 级评分，1 为

无症状，6 为十分严重，分数越高，转化为 PSP 总分

久越低，反应功能受损则越严重。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21.0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计量

测量结果资料使用 x±s 表示，两组之间差异的比较

使用 t 检验、χ2 检验。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治疗前、治疗 2 周、4 周和 8

周后的 PANSS 量表比较

经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 PANSS 量表评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2 周、4 周和 8 周

后，首发组患者间的 PANSS 总分、阴性症状、阳性

症状及一般病理量表评分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显著

（P<0.05），而复发组患者的 PANSS 总分、阳性症状

及一般病理量表评分亦比治疗前低（P<0.05），而阴

性症状治疗 2 周时差异不明显，但在治疗 4 周后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的治疗前、治疗2周、4周和8周后的PANSS量

表比较

组别 因子 治疗前 治疗2周 治疗4周 治疗8周

首发组 阴性 19.03±3.49 14.77±4.95 12.02±3.30 9.34±2.77
复发组 症状 23.11±4.56 21.30±5.11* 19.03±4.10* 15.30±4.55*

首发组 阳性 24.22±5.22 19.11±5.20 15.44±4.11 12.03±4.11
复发组 症状 21.30±4.58 17.20±3.48 13.14±3.49 11.88±4.02
首发组 一般 45.69±6.88 34.88±5.32 30.67±4.99 25.88±3.10
复发组 病理 41.96±6.70 34.88±5.32 30.67±4.99 25.88±3.10
首发组 总分 87.88±8.90 70.99±7.18 68.42±6.98 47.01±3.77
复发组 86.20±8.11 74.20±7.67 64.23±7.99 49.97±4.02

注：与首发组相比，*P<0.05

2.2　两组患者的 PSP 总分比较 

经比较，两组患者治疗 8 周后的 PSP 总分与治

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间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首发组的总分更高于复

发组；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的PSP总分比较 

首发组 复发组

治疗前 治疗8周后 治疗前 治疗8周后

A项 4.66±1.49 2.76±1.10 4.70±1.57 3.02±1.30

B项 4.02±1.33 3.08±1.03 4.22±1.50 3.44±1.21

C项 3.11±0.99 2.26±0.76 3.09±1.01 2.45±1.11

D项 3.01±1.41 1.55±0.50 3.00±1.44 2.20±0.48

总分 55.99±8.57 70.11±9.98 54.22±5.97 66.98±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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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患者治疗 8 周后的临床疗效比较 

首发组和复发组相比较，前者的临床显效率后

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治疗8周后的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n 治愈 显著进步 进步 无效 显效率（％）

首发组 20 5（25.00） 7（35.00） 6（30.00） 2（10.00） 60.00

复发组 20 4（20.00） 7（35.00） 7（35.00） 2（10.00） 55.00

2.4　两组患者治疗 8 周后的不良反应比较 

首发组和复发组相比较，前者的不良反应总发

生率为 20.00％，包括嗜睡 1 例（5.00％），心动过

速 1 例（5.00％），肌张力障碍 2 例（10.00％），后

者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 25.00％，包括嗜睡 2 例

（10.00％），心动过速 1 例（5.00％），肌张力障碍 2
例（10.00％），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精神科中一种常见但原因未明的

严重精神疾病，其具有持久迁延、复发率高以及反

复发作等特性［5］。对患者本人、家庭甚至社会均造

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6］。目前，针对精神分裂症的

治疗主要以系统和连续的药物控制急性期和预防复

发，以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为目的。

帕利哌酮缓释剂是一种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

通过阻断 5-HT2A 和 D2 受体发挥抗精神病的功效，

改善阴性和阳性症状。此外，通过结合去甲肾上腺

素α2 受体和 5-HT7 受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

者的社会功能 ［7-8］。研究显示［9-10］，帕利哌酮缓释剂

可以有效控制精神分裂症的阳性症状，改善阴性和

认知损害，提高患者的耐受性和依从性。其治疗精

神分裂症的临床疗效较之利培酮更为显著［11］，本研

究将帕利哌酮缓释剂应用于首发、复发精神分裂症

患者的治疗中，发现：两组患者治疗前 PANSS 量表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2 周、4 周

和 8 周后，首发组患者间的 PANSS 总分、阴性症

状、阳性症状及一般病理量表评分较治疗前降低

（P<0.05），而复发组患者的 PANSS 总分、阳性症

状及一般病理量表评分亦比治疗前低（P<0.05），而

阴性症状治疗 2 周时差异不明显，但在治疗 4 周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首发组和复发组

治疗前的症状无差异，而经帕利哌酮缓释剂治疗后

两组的阴阳症状均得到了改善，且疗效显著，尤其

在治疗 4 周和 8 周后。同时，笔者还发现，帕利哌

酮缓释剂的首发组和复发组的不良反应无显著差异，

主要包括嗜睡、心动过速以及肌张力障碍等，但不

良反应程度较轻，可以针对性处理后得到缓解。而

且首发和复发患者治疗 8 周后的社会功能总分优于

治疗，这说明了帕利哌酮缓释剂可以提高患者的社

会功能。其中，两组的社会功能总分虽然无显著差

异，但首发性患者的总分优于对照组，这可能是因

为复发组患者因再次接受治疗，其的情感淡漠、意

志减退、意志缺乏等阴性症状为主的精神症状更高

于首发组患者所致。

综上所述，帕利哌酮缓释剂治疗首发、复发性

精神分裂症的临床疗效显著，控制了患者的阴性和

阳性症状，且药物安全性较高，以及提高了患者的

社会功能。但本研究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样本

量较少，随访时间短，尚需进一步增加样本量以及

长期随访以证实研究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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