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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磺必利与齐拉西酮短期治疗精神分裂症的疗效及安全性研究

邵全明 1 、 伍绪忠 1 、 杨顺才 2 、 郝世胜 3

【摘要】目的　对比研究氨磺必利与齐拉西酮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短期疗效、不良反应以及对

警觉、抑制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入 2015 年 1 月 ~2015 年 12 月在我院住院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150 例，根据治疗药物不同分为氨磺必利组和齐拉西酮组，每组 75 例。检测两组治疗前后警觉及抑

制功能变化，评估短期治疗效果及不良反应，并进行统计比较。结果　（1）治疗后，两组阳性和阴

性综合征量表（PANSS）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 0.05），而组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 0.05）；

（2）两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无明显差异（42.67％ vs.46.67％，P> 0.05）；（3）治疗后，两组应用持续

操作测试（CPT）、Stroop 色词测试（CWT）测试结果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 0.05）；齐拉西酮组记录

认错数（MN）显著高于氨磺必利组（P< 0.05），而完成数（CN）、错误数（EN）明显低于氨磺必利组

（P< 0.05）。结论　氨磺必利与齐拉西酮均是精神分裂症的有效治疗药物，不良反应均可耐受，但

前者对警觉功能的改善相对突出，后者在改善抑制功能方面更具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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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misulpride and ziprasidone in short-term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SHAO Quanming，WU Xuzhong，YANG Shuncai，et al. Medical Department，Xiangyang Anding Hospital，Xi-
angyang 441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amisulpride and ziprasidone in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SZ）

patients with short-term curative effect，adverse reaction and effect of inhibition function on the alert. Methods 150 

patients with SZ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5 to December 2015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amisulpride group 

and ziprasidone group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drugs，7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hanges of vigilance and inhibition 

function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two groups were detected. The short-term therapeutic effect and adverse reaction 

were evaluated. Results（1）After treatment，the PANSS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om-

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P<0.05），and the comparison between group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2）The total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of the two group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42.67％ vs.46.67％，

P>0.05）；（3）After treatment，the CPT，CWT test resul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treat-

ment（P<0.05）. The ziprasidone group M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amisulpride group（P<0.05），while 

CN and EN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amisulpride group（P<0.05）. Conclusion Amisulpride and ziprasidone are ef-

fective drugs for the treatment of SZ，adverse reactions could be tolerated，but an improvement on the alert function the 

former is relatively outstanding，the latter has more advantages in improving the inhibition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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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是一类病因未明，

以认知障碍、情感障碍及行为障碍为主要临床表现

的严重精神疾病，反复发作导致患者精神残疾、丧

失职业能力，给家庭造成极大的经济负担［1-3］。因此，

如何使患者长期保持临床治愈、改善认知功能和社

会职业功能、回归社会是精神分裂症治疗的最终目

标。目前，药物治疗在改善精神分裂症症状及减少

复发方面的疗效已得到肯定，但哪种药物使患者获

益最大，仍存在争议［4］。鉴于此，本研究对比研究

了氨磺必利与齐拉西酮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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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不良反应以及对警觉、抑制功能的影响，旨

在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现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选入 2015 年 1 月

~2015 年 12 月在我院住院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150 例，纳入标准：（1）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及

诊断标准（CCMD-3）中关于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

（2）阳性和阴性综合征量表（PANSS）评分总分不

低于 60 分，且阳性症状量表分不低于 20 分；（3）

近 2 个月未服用抗精神病药及其他对症治疗；（4）

能配合完成相关检查及治疗，愿意且有能力填写问

卷；（5）患者或家属、或监护人知情同意。排除标

准：（1）诊断为难治性精神分裂症；（2）合并肝、肾

等重要器官严重功能障碍或其他精神疾病（如痴呆、

精神发育迟滞等），或物质依赖者；（3）近期有长效

抗精神药物、电休克等相关治疗史；（4）孕育期女

性、药物过敏或既往对拉西酮或氨磺必利无效者；

（5）不愿或不合作者。

将本组患者根据治疗药物不同分为氨磺必利组和

齐拉西酮组，每组 75 例。氨磺必利组男性 36 例、女

性 39 例；年龄 21~52 岁，平均年龄（33.79±9.14）岁；

病程 3 个月 ~4 年，平均病程（1.78±1.12）年；齐拉西

酮组男性 34 例、女性 41 例；年龄 21~54 岁，平均年龄

（34.25±9.27）岁；病程 3 个月 ~4 年，平均病程（1.73
±1.22）年。两组一般资料无显著性差异（P>0.05）。

1.2　治疗方法

（ 1 ） 氨 磺 必 利 组 ：采 用 氨 磺 必 利 （ 批 号 ：

6C0271D43）口服治疗，起始剂量 400mg/d，第 3 天

600mg/d，第 5 天 800mg/d，从第 2 周开始，剂量范围

可在 400~1200mg/d 之间调整，分两次服用。（2）齐拉

西酮组：采用齐拉西酮（批号：20160805）口服治疗，

首发患者起始剂量 40mg/d，复发患者起始剂量 80mg/d，

隔天加量，3~7d 加至 160mg/d；均分两次服药，并确保

与餐同服。治疗期间出现失眠、锥体外系反应等症状

时均可酌情使用苯二氮卓类药物如劳拉西泮（2~6mg/

d）和（或）盐酸苯海索。两组均连续治疗 8 周。

1.3　观察指标

（1）精神症状严重程度：采用 PANSS 量表，包

含阴性症状和阳性症状各 7 项以及一般精神病理症

状 16 项，均采用 1~7 级评分，得分越高，症状越严

重。（2）安全性评估：采用治疗副反应量表（TESS）

进行评定，将 34 项症状归纳行为的不良反应、实

验室检查、神经系统反应、自主神经系统症状和心

血管系统反应及其他等 6 大类。并分为严重程度及

处理两大项目。严重程度按 0~4 级评分：即 0= 无该

项症状；1= 偶有该项症状；2= 轻度，不影响正常功

能；3= 中度，对正常功能有某种影响或损害；4= 重

度，对正常功能有明显损害或残废。同时评定和记

录不良反应与药物的关系及采取的措施。最后进行

副作用的总严重性的判断，按规定评分。（3）警觉

功能：应用持续操作测试（CPT），在计算机辅助下，

由 Eprime 编程，受试者对计算机屏幕上连续出现相

同数字法进行识别，并按键作出判断，记录认错数

（mistaken number，MN）、遗漏数（omitting number，

ON）。（4）抑制功能：应用 Stroop 色词测试（color 

word test，CWT），在计算机上进行，其所显示文字

应用于字义相异的颜色出现，测试要求受试者在

1min 内按照从左至右的顺序既快又准的识别并读出

屏幕上红、黄、绿、蓝 4 个字的颜色，并记录 1min

内的完成数（completed number，CN）和错误数（error 

number，EN），并计算平均正确反映耗时（time per 

correct answer，TPCA），即 60s/（CN- EN）。

1.4　统计学方法

通过 SPSS 21.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其中计

量资料以（x±s）的形式表示，计数资料以率（n/％）

的形式表示，分别进行 t 检验和 χ2 检验。P<0.05 表

示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 PANSS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PANSS 阳性症状评分、阴性症

状 PANSS 评分以及一般病理症状 PANSS 评分和总分

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经过治疗，两组 PANSS

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0.05）；治疗后两组

PANSS 评分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两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无明显差异（P>0.05）；其

中，齐拉西酮组失眠和恶心呕吐发生率显著低于氨磺

必利组（P<0.05），而嗜睡、锥体外系反应发生率明显

高于氨磺必利组（P<0.05），所有不良反应均为轻症，

经对症处理后减轻或消失，患者可耐受，见表 2。

2.3　两组治疗前后警觉、抑制功能比较

治疗后，两组持续操作测试、Stroop 色词测试结

果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齐拉西酮组认错

数显著高于氨磺必利组（P<0.05），而 1min 内的完成

数、错误数明显低于氨磺必利组（P<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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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精神分裂症的病程多迁徙，治愈率低，多数患

者会反复发作，导致精神残疾而无法回到正常工作

或学习岗位，造成严重的家庭及经济负担。目前，

药物治疗在改善精神分裂症症状及减少复发方面的

疗效已得到肯定，但在选择抗精神药物时往往面临

着两难：利培酮、奥氮平的疗效确切，但奥氮平的过

度镇静影响患者的认知功能、明显增加体重及心脏

代谢风险，利培酮泌乳素升高显著，这些都容易导

致患者停药，引起疾病复发［5，6］。因此，寻找既能够

快速有效控制精神分裂症症状，又可减少长程治疗

中的过度镇静、体重增加和代谢综合症等风险的抗

精神药物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对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障碍的研究均较一致

认为其是精神分裂症固有的、特质性的症状，且是核

也症状之一。其中，警觉是所有认知活动的基础，是

脑持续将认知活动聚焦于靶刺激的能力；抑制则是认

知调控重要机制，是脑对无关刺激的抑制和对视刺激

的选择。研究显示［7］，精神分裂症患者普遍存在警觉、

抑制功能缺陷，原因可能与机体多巴胺、5- 羟色胺

（5-HT）、去甲肾上腺素、等神经递质紊乱有关。

氨磺必利与齐拉西酮均是第 2 代抗精神病药物，

前者是苯甲酰胺类衍生物，对多巴胺 D2/D3 受体具

有选择性拮抗作用，而对 5-HT、肾上腺素能α1、

组胺 H1、胆碱能受体 M1 等其他受体几乎无亲和力，

是作用受体单一的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8］。氨磺必

利具有“低阴高阳”的剂量依赖特点：低剂量时主要

阻断 D2/D3 突触前自身受体，消除突触前抑制，致

突触间隙多巴胺增加而缓解阴性症状和认知功能；高

剂量时主要阻断突触后受体，使多巴胺结合位点减

少而可治疗阳性症状［9］。在全病程治疗过程中，只

需调整其剂量即可满足各个阶段疗效需求。

齐拉西酮为吲哚类衍生物，是 CATIE 研究中为

宜不影响血脂、血糖和体重的抗精神病药物，研究显

示，齐拉西酮对 SZ 患者警觉、抑制功能的改善可能

与其药理机制和对额叶的独将作用有关，齐拉西酮对

表1　两组治疗前后PANS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病例
数（n）

阳性症状 阴性症状 一般病理症状 总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氨磺必利组 75 25.76±6.75 10.58±3.20* 19.84±6.56 12.19±3.85* 43.42±8.64 24.93±5.64* 87.36±16.17 46.84±12.73*

齐拉西酮组 75 25.71±6.83 10.35±3.71* 20.32±6.62 12.25±3.90* 43.45±8.05 24.28±4.99* 87.55±16.48 46.96±12.51*

t值 0.045 0.406 0.446 0.095 0.022 0.747 0.071 0.058 

P值 0.964 0.685 0.656 0.925 0.982 0.456 0.943 0.954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表2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n，％）

组别 失眠 嗜睡 锥体外系反应 头痛 体重增加 恶心呕吐 便秘 闭经 总发生率（％）

氨磺必利组（n=75） 14 0 2 3 1 7 2 3 42.67

齐拉西酮组（n=75） 3* 6* 10* 4 4 1* 3 4 46.67

χ2值 8.027 6.250 5.797 0.150 1.862 4.753 0.207 0.150 0.243

P值 0.005 0.012 0.016 0.699 0.172 0.029 0.649 0.699 0.622

注：与氨磺必利组比较，*P<0.05。

表3　两组治疗前后CPT评分比较（x±s）

组别
MN ON CN EN TPCA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氨磺必利组8.53±2.174.83±1.74* 7.21±2.24 6.17±2.08* 32.78±6.31 42.05±7.11* 4.05±1.24 3.42±0.96* 2.25±0.97 1.55±0.64*

齐拉西酮组8.56±2.205.81±1.98* 7.19±2.26 6.08±2.14* 32.83±6.44 38.42±6.86* 4.07±1.28 2.99±0.78* 2.22±0.95 1.70±0.81*

t值 0.084 3.22 0.054 0.261 0.048 3.182 0.097 3.011 0.191 1.258

P值 0.933 0.002 0.957 0.794 0.962 0.002 0.923 0.003 0.848 0.21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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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T 2A、1A、2C 受体亲和力相比 D2 受体亲和力的

比值在所有抗精神病药物中最高，可有效改善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阳性、阴性、认知和情感症状［10］。同时，

由于其对 5-HT 1A 的激动作用而产生抗焦虑、抗抑郁

作用，进而提高了警觉、抑制功能的反映速度和精度。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两组 PANSS 评分

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0.05），而组间比较无统

计学意义（P>0.05），且不良反应均可耐受。本研

究同时发现氨磺必利与齐拉西酮均能够明显改善患

者 CPT、CWT 测试结果（P<0.05），但二者对 CPT、

CWT 的影响存在区别：齐拉西酮组 MN 显著高于氨

磺必利组（P<0.05），而 CN、EN 明显低于氨磺必利

组（P<0.05））。陈旭［11］研究表明，氨磺必利治疗患

者的持续操作测试认错数显著高于齐拉西酮，齐拉

西酮治疗患者的 Stroop 色词测试完成数和错误数显

著低于氨磺必利（P<0.05）。

由此可见，氨磺必利与齐拉西酮均是精神分裂症

有效且安全的治疗药物，并可有效改善患者的警觉、抑

制功能，但前者对警觉功能的改善相对突出，后者在改

善抑制功能方面更具优势。氨磺必利与齐拉西酮短期疗

效已经得到认可，但长期服用可能造成患者血脂代谢异

常、血糖升高、体重增加，本研究未对血清血糖和血脂

等指标进行检测，有待更深入和长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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