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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剂量喹硫平联合齐拉西酮对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疗效及体质量、血清

泌乳素水平的变化观察

杨　力 1 、 王　盟 2 、 顾冬云 1 、 沈　洁 1

【摘要】目的　研究小剂量喹硫平联合齐拉西酮对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疗效及体质量、血清泌

乳素水平作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7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精神分裂症女性患者

84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每组各 42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齐拉西酮治疗，观察组则给予小

剂量喹硫平联合齐拉西酮治疗。结果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2.86％（39/42），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76.19％（32/42）（P< 0.05）。治疗后两组 PANSS 评分及 CGI 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而观察组又显

著低于对照组（P< 0.05）。治疗前后两组 TESS 评分均无统计学差异（P> 0.05）。治疗前两组体质量、

泌乳素比较无显著差异（均 P>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体质量、泌乳素较治疗前显著升高（P< 0.05），

治疗后两组体质量、泌乳素比较无统计学差异（均 P> 0.05）。结论　小剂量喹硫平联合齐拉西酮治

疗女性精神分裂症显著提高临床疗效，但可致血清泌乳素和体质量增高，应给予有效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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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 dose quetiapine and ziprasidone for women schizophrenia：the impact on treatment effect，body 
quality and serum prolactin　YANG Li，WANG Meng，GU Dongyun，et al. Changshu City people's Hospital，De-
partment of psychiatry，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Changshu 2155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low dose quetiapine and ziprasidone on treatment effect，body 

quality and serum prolactin in women with schizophrenia. Methods　From June 2014 to July 2016，84 wome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42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ziprasidone，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a low dose of quetiap-

ine combined with ziprasidone.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2.86％（39/42），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32/42）（P<0.05）. At post treatment，the PANSS score and CGI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before treatment in both groups，and the PANSS score and CGI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all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

ence in TESS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ESS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mean P>0.05）. Before treatment，there was no group difference for the body 

weight and serum prolactin（P>0.05）. At post treatment，the body weight and serumprolacti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in both groups（P<0.05）. At post treatment，there was no group difference for body weight 

and prolactin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Low dose of quetiapine combined with ziprasidone in 

the treatment of female schizophrenia can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but it can cause increased serum prolactin and 

body weight，which need effective intervention to control these side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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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 我 国 部 分 地 区 精 神 分 裂 症 发 病 率 约 为

0.55％，是精神分裂症的高发地区［1］。喹硫平和齐拉

西酮均属于临床上常用的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近

年来，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可致高泌乳素血症的报

道引起了关注［2］。鉴于此，本文通过研究小剂量喹

硫平联合齐拉西酮对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疗效及

体质量、血清泌乳素水平作用效果，为临床有效治

疗女性精神分裂症提供参考依据，现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从 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7 月，在我院接

受治疗的精神分裂症女性患者 84 例，所有患者均符

合《国际疾病分类 ICD-10》制定的精神分裂症诊断

标准，以数字法随机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各 42 例。

其中观察组年龄 25～46 岁，平均年龄（30.3 年龄组

年）岁；平均病程（7.0 均病程组）个月。对照组年龄

24～47 岁，平均年龄（30.5 年龄年龄）岁；平均病程

（7.2 均病程年）个月。两组患者在年龄、病程等基

本资料对比无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患者入院后即给予给予齐拉西酮（国

药准字 H20070078，20mg/ 片）治疗，初始计量

为 20～40mg/d，连续治疗 10d 后根据患者病情及

耐受力增加剂量至 120～140mg/d。观察组组患者

入院后则在此基础上，加用小剂量喹硫平（国药

准字 H20030742，100mg/ 片）治疗，具体剂量为

75～200mg/d。2 组均为 8 周一个疗程。

1.3　观察指标

1.3.1　疗效评定　治疗前后应用 PANSS 量表评

定患者临床疗效 ［3］：（1）显效：治疗后患者 PANSS 评

分减少 50％以上；（2）有效：治疗后患者 PANSS 评

分减少 25％～50％；（3）无效：治疗后患者 PANSS

评分减少 25％以下。应用临床整体印象量表（CGI）

评定患者精神症状严重程度进行评定，总分 1～7 分，

得分越高表示精神症状越严重［4］。

1.3.2　不良反应情况　采用不良反应症状量表

（TESS）进行评定，总共包括 34 个项目，根据患者

具体情况分为 0～2 分，总分 68 分，得分越高表示

不良反应越严重。

1.3.3　体质量和血清泌乳素测定　治疗前后测

量患者体质量。同时分别于治疗前后采集患者清晨

空腹静脉血 8 ml，随后分离血浆，置于 -20℃ 冰箱

保存，采用放射免疫法测定人血清泌乳素。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21.0 统计软件分析。计数资料比较

采用χ2 检验。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 进行检验，以均

数 ± 标注差（x±s ）表示，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疗效对比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2.86％（39/42），显著

高于对照组的 76.19％（32/4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下表 1：

表1　两组疗效对比（例，％）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42 22（52.38）14（33.33） 3（7.14） 39（92.86）

对照组 42 20（47.62）12（28.57）10（23.81）32（76.19）

χ2值 - 4.459

P 值 - 0.035

2.2　治疗前后两组 PANSS 评分及 CGI 评分对比

治疗前两组 PANSS 评分及 CGI 评分无显著差异

（P>0.05），治疗后两组 PANSS 评分及 CGI 评分均显

著低于治疗前，而观察组又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见下表 2：

表2　治疗前后两组PANSS评分及CGI评分对比（例，x±s）

组别 例数
PANSS评分 CGI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42 86.3±10.2 48.9±6.3*# 5.2±1.2 2.4±0.5*#

对照组 42 87.1±9.7 59.4±10.1* 5.0±1.3 3.7±0.7*

t 值 - 0.368 3.116 0.733 2.894

P 值 - 0.714 <0.001 0.466 <0.001

注：*表示组内比较，治疗前后P<0.05；#表示组间比较，治

疗后P<0.05。

2.3　治疗前后两组 TESS 评分对比

治疗前两组 TESS 评分均无统计学差异，治疗

后两组 TESS 评分均无统计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见下表 3：

表3　治疗前后两组TESS评分对比（分，x±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t 值 P 值

观察组 42 56.2±7.4 26.9±5.2 3.112 0.000

对照组 42 55.8±7.5 25.3±6.1 2.872 0.000

t 值 - 0.246 1.409 - -

P 值 - 0.806 0.127 - -

2.4　治疗前后两组体质量及泌乳素水平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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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两组体质量、泌乳素比较无显著差异（均

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体质量、泌乳素较治疗前

显著升高（P<0.05），两组体质量、泌乳素比较无统

计学差异（均 P>0.05），见下表 4：

表4　治疗前后两组体质量及泌乳素水平对比（例，x±s）

组别 例数
体质量（kg） 泌乳素（mUI/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42 56.4±11.2 60.2±12.1* 22.5±7.2 40.1±8.2*

对照组 42 56.2±11.3 59.7±11.5* 23.1±6.6 39.3±8.2*

t 值 - 0.081 0.582 0.398 1.299

P 值 - 0.935 0.562 0.692 0.208

注：*表示组内比较，治疗前后P<0.05。

3　讨论 
目前，对于精神分裂症的具体发病机制尚未完

全阐明，一般认为其发病主要与环境因素以及遗传

学因素存在密切相关［5］。喹硫平和齐拉西酮均属于

临床上常用的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近年来，第二

代抗精神病药物可致高泌乳素血症的报道引起了关

注，尤其是对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应用第二代抗精

神病药物治疗是否会引起强烈的不良反应仍又待于

进一步研究。从以往研究来看，对喹硫平和齐拉西

酮对比研究较多。由于喹硫平和齐拉西酮对于精神

分裂症的疗效相当，不同患者对于抗精神病药物的

不良反应不同。因此进行进一步的系统研究具有重

要的价值。

本研究对小剂量喹硫平联合齐拉西酮治疗女

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了随机对照研究。从治疗效

果来看，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这

符合王厚亮等人的研究报道［6］。其主要原因在于喹

硫平与齐拉西酮两者联合应用则具有一定的协同作

用 ［7］。治疗后两组 PANSS 评分及 CGI 评分均显著低

于治疗前，而观察组又显著低于对照组，这提示了

小剂量喹硫平联合齐拉西酮治疗女性精神分裂症可

有效改善患者精神症状。齐拉西酮是目前临床上疗

效最为显著的治疗精神疾病药物之一，其主要作用

机制是通过对 5- 羟色胺受体以及多巴胺受体产生拮

抗作用，从而进一步达到抗精神分裂症的目的［8，9］。

治疗后两组 TESS 评分均无统计学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表明小剂量喹硫平联合齐拉西酮治疗在提高

疗效的前提下并未增加不良反应。从两组治疗前后

两组体质量及泌乳素水平对比来看，治疗后两组患

者体质量、泌乳素较治疗前显著升高，两组体质量、

泌乳素比较无统计学差异。目前对于泌乳素正常范

围的上限临床上并无统一意见，一般认为男性不超

过 17.7ng/ml，女性不超过 29.9ng/ml［10］。而本研究中

两组患者治疗后血清泌乳素均超过正常范围的上限，

证实喹硫平和齐拉西酮均可可致高泌乳素血症，临

床应予以重视。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两组患者在治

疗前血清泌乳素已经接近正常范围上限，提示对于

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具有基础泌乳素偏高的倾

向。同时也提示临床是对于接受抗精神病治疗的患

者在治疗之初应做出风险评估，以便对于药物选择

提供依据。

综上所述，小剂量喹硫平联合齐拉西酮治疗女

性精神分裂症在提高临床疗效显著，但其可致血清

泌乳素和体质量增高，应给予有效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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