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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培酮对老年脑卒中合并精神疾病患者精神状态和炎性状态的影响

董文芳 1 、 程安龙 2 、 王新莹 � 、 曹亚宁 1

【摘要】目的　探讨利培酮对老年脑卒中合并精神疾病患者精神状态和炎性状态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2 年 � 月 ~2015 年 12 月期间我院确诊治疗的老年脑卒中合并精神疾病患者 100 例，依据治疗

方法分为培酮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治疗，培酮组患者在此基础上给予利培酮

治疗。采用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评估智能情况，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

评估焦虑状态，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估抑郁状态；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

血清 C 反应蛋白（CRP）水平，随访 � 个月，统计分析所有患者干预前后精神状态、CRP 水平和干预

前、干预后 1、�、� 个月的焦虑和抑郁状态。结果　利培酮组患者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有

显著性差异（P< 0.05）；培酮组患者干预后血清 CRP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P< 0.05）；

培酮组患者干预后 1、�、� 个月的 HAMA 和 HAMD 得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P< 0.05）。

结论　利培酮可有效改善老年脑卒中合并精神疾病患者的精神状态和炎性状态，提高临床有效率疗

效，有利于减少患者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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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risperidone on mental status and inflammatory status of senile patients after stroke com-
bined with mental illness　　DONG Wenfang，CHENG Anlong，WANG Xinying，et al. Mental Health Center of 
Shanghai Baoshan District，Shanghai 201900，China

【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risperidone on mental status and inflammatory status of senile 

patients after stroke combined with mental illness. Methods　From September 2012 to December 2015，100 elder 

patients with cerebral apoplexy and mental illness were divided into risperidone group and control group，5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were received routine intervention and the risperidone group patients were given 

risperidone treatment on the basics of the control group. Simple intelligence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Ham-

ilton anxiety scale（HAMA），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were used to assess the status of mental，anxiety 

and depression.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ELISA）was used to detect serum c-reactive protein（CRP）level. 

Followed up for 6 months and analyzed all results of aboved. Results　Treatment efficiency of the risperidon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CRP level of the risperidon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1，3，6 months of HAMA and HAMD scores of the risperidon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s　Risperidone therap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mental state and inflammatory state of old patients with cerebral apoplexy combined mental illness，improve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It is helpful to reduc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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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脑血管疾病，由脑

血管破裂或阻塞导致脑组织缺血缺氧所致，可导致

头痛、头晕、意识障碍等症状，还易导致精神障碍

的发生，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目前，脑卒中

合并精神障碍患者多表现为焦虑、不安、抑郁等症

状，影响患者的康复治疗，其临床干预多采用精神

康复护理，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

但仍有部分患者未能有效控制病情，故如何提高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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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干预效果对改善患者身心健康具有重要的临床

意义。而有研究表明，利培酮是临床上常用的一种

抗精神病药物，可有效减轻和改善患者的情感症状，

进而改善患者的心理健康状态［1］。对此，本研究通

过给予老年患者利培酮治疗，探讨其对患者精神和

炎性状态、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 .1 .1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9 月

~2015 年 12 月期间我院确诊治疗的老年脑卒中合并

精神疾病患者 100 例，依据治疗方法分为培酮组和

对照组，培酮组：男 30 例，女 20 例，年龄 60~79 岁，

平均年龄（69.49±5.47）岁，精神异常病程 16~57h，

平均病程（28.458.76）h，依据精神疾病类型分为抑

郁症 30 例、幻觉妄想状态 14 例、痴呆 6 例，对照

组：男 32 例，女 18 例，年龄 61~80 岁，平均年龄

（70.21±6.01）岁，精神异常病程 16~57h，平均病

程（28.458.76）h，依据精神疾病类型分为抑郁症 32
例、幻觉妄想状态 13 例、痴呆 5 例，每组 50 例，本

次研究已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批且通过，两组患者

在性别、年龄、精神异常病程、类型等资料上比较

无显著差异（P>0.05），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

1.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经临床

症状、病史、头颅 CT 或 MRI 检查、血尿常规检查等

证实为脑卒中且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

准（第 3 版）》中相关精神障碍标准［2］；入院 1 个月

前未接受激素、精神科药物且意识内容紊乱但意识

水平无下降；患者或其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

标准：伴有肺、胃等重要器官原发性严重性疾病；

不可通过语言、肢体语言、眼神等方式进行沟通

交流；拒绝或中途退出参与本次研究者。

1.2　方法

1.2.1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干预治

疗，即包括抗血小板聚集、改善脑血供、吸氧、控

制危险因素等对症治疗，并在病情稳定后指导尽早

进行康复训练、讲解疾病相关知识、后续康复注意

事项等，并于出院前 1d 发放相关疾病防治知识手

册，同时由医护人员积极主动与患者沟通交流，及

时解答患者的疑问并协助患者解决遇到的生理和心

理问题或提出合理的建议，并指导患者有计划的参

加一些必要的活动，如听音乐、下棋 / 公园散步等；

利培酮组患者则在此基础上给予利培酮（国药准字

H2006107，1mg/ 片）治疗，即于对症治疗后开始进

行，起始剂量 1mg/ 次，1 次 /d，在 1 周后依据病情

逐渐增加剂量，每次增加 2mg，理想剂量为 2~6mg/d，

最大剂量不超过 10mg/d，持续 2 个月。

1 .2 .2　指标观察和标准［3-5］　所有患者采用

MMSE 量表评估精神状态，采用 HAMA 量表评估焦

虑状态，采用 HAMD 量表评估抑郁状态，同时抽取

左上臂静脉血 2mL 置入无菌抗凝试管中，常规血清

分离（3000r/min）后采用 ELISA 法检测血清 CRP 水

平，试剂由上海盈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并通

过电话、复诊等方式随访 6 个月，统计分析所有患

者治疗前后精神状态、CRP 水平和治疗前、治疗后

1、3、6 个月的焦虑和抑郁状态；其中 MMSE 总得分

为 30 分，得分越低表示精神障碍越严重，其中分数

在 27~30 分为正常，分数 <27 为障碍，21~26 分为轻

度障碍，10~20 分为中度障碍，≤ 9 分为重度障碍，

MMSE 得分下降 2 级及以上或无障碍为显效，下降

1 级为有效，无下降或加重为无效，治疗有效率 =

（显效数 + 有效数）/ 总例数 ×100％；HAMA 量表

得分越高表示焦虑程度越高，总分≥ 29 分为严重焦

虑，21~28 分为中重度焦虑，14~20 分为中度焦虑，

8~13 分为轻度焦虑，<8 分为无焦虑；HAMD 量表得

分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高，总分≥ 29 分为严重抑郁，

21~28 分为中重度抑郁，14~20 分为中度抑郁，8~13
分为轻度抑郁，<8 分为无抑郁。

1.�　统计学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处理数据，对计数资

料比较采用 χ2 检验，对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在

P<0.05 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培酮组患者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有显

著性差异（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对照组 50 16 20 14 72.00

培酮组 50 22 24 4 92.00

χ2 6.775

P <0.05

2.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各时段 HAMA 得分比较

干预前，培酮组和对照组患者 HAMA 得分基本

相同，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培酮组患者干预

后 1、2、3 个月的 HAMA 得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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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差异（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各时段HAMA得分比较（分）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1个月

干预后 
3个月

干预后 
6个月

对照组 50 30.47±6.89 24.21±6.03 16.39±5.22 10.46±4.72

培酮组 50 31.11±7.01 18.27±5.20 10.37±4.79 6.24±3.52

t 0.460 5.275 6.008 5.068

P >0.05 <0.05 <0.05 <0.05

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各时段 HAMD 得分比较

干预前，培酮组和对照组患者 HAMD 得分基本

相同，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培酮组患者干预

后 1、2、3 个月的 HAMD 得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有

显著性差异（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各时段HAMD得分比较（分）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1个月

干预后 
3个月

干预后 
6个月

对照组 50 28.47±6.38 23.21±5.99 18.34±5.19 13.46±4.72

培酮组 50 27.96±6.32 18.47±5.21 12.39±4.27 7.47±3.88

t 0.402 4.222 6.260 6.932

P >0.05 <0.05 <0.05 <0.05

2.4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血清 CRP 水平比较

干预前，培酮组和对照组患者血清 CRP 水平

（18.52±3.24mmolvs18.36±3.20mmol）基本相同，

比较无显著差异（t =0.248，P>0.05），培酮组患者

干预后血清 CRP 水平（11.18±2.03mmolvs14.57±

2.49mmol）明显低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t =7.462，

P<0.05）。

3　讨论

脑卒中是常见的脑部缺血缺氧疾病之一，可引

起脑组织损伤，好发于中老年人群，患者发病后易

并发精神障碍，导致情绪低落、兴趣丧失、乐趣丧

失等情感障碍性症状，不仅导致患者躯体上的残疾，

还严重影响患者的心理健康［6，7］。近年来，随着社

会老龄化，脑卒中的发生逐年上升，并发精神障碍

者也逐年上升，其临床干预也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

故如何有效改善患者的心理健康状态具有重要的临

床价值［8，9］。

有研究显示，老年脑卒中合并精神疾病患者的

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多数学者认为是生物、心

理与社会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导致该疾病的发生，

其中通过合理的精神康复干预可有效帮助患者消除

不良情绪，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有利于使患者生

活和社会交往能力尽快得到恢复［10-12］。而徐会彬等

研究表明，利培酮是新一代的抗精神病药，与 5-HT2
受体和多巴胺 D2 受体有很高的亲和力，可通过调节

中枢系统的 5-HT 和多巴胺拮抗作用的平衡而改善

患者的精神状态和情感症状，有利于抑制患者焦虑、

抑郁、紧张等不良情绪的产生［13-15］。此外，有研究

显示，CRP 是一种由肝脏合成的急性时相蛋白，可

有效反映机体的炎性状态，且 CRP 水平较高的脑卒

中患者更易发生精神障碍［16，17］。

对此，本研究通过给予老年患者利培酮治疗，

发现培酮组患者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前者

治疗后 1、3、6 个月的 HAMA 和 HAMD 得分明显低

于后者，表明利培酮治疗可有效改善患者的精神状

态，减少患者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的产生。利培

酮是一种强有力的 5-HT2 和 D2 受体拮抗剂，可能

通过拮抗中枢系统的 5-HT 和多巴胺，有效减少发

生锥体外系的副作用，进而稳定患者的情绪和心境，

改善抑郁、认知缺陷、焦虑等症状，继而进一步提

高对患者精神状态和情感症状的改善作用，从而改

善患者的心理健康状态。此外，本研究发现培酮组

患者干预后血清 CRP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这可能

是由于脑卒中患者发病后由于脑组织损伤或缺血缺

氧，引起脑部局部明显的炎症反应，使机体合成和

分泌大量的炎症因子而致机体内环境失衡及代谢紊

乱，直接或间接影响患者脑内神经递质分泌平衡状

况，增加患者精神障碍发生的风险；而利培酮治疗可

能由于通过有效拮抗中枢系统的 5-HT 和多巴胺，改

善脑内神经递质分泌平衡，进而抑制炎症反应对神

经组织的损伤，继而改善机体的炎性应激状态，表

现为 CRP 水平降低。

综上所述，利培酮治疗可有效改善老年脑卒中

合并精神疾病患者的精神状态和炎性状态，提高临

床疗效。但本研究仍存在不足，如未随机分组、未

详细记录副反应等，可能对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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