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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培酮结合音乐治疗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疗效

陈　琴 、 李安妮 、 徐再锋 、 张　芬

【摘要】目的　探究利培酮结合音乐治疗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择 2014 年 11

月～201� 年 01 月在我院确诊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共 8� 例，随机分为 2 组，其中药物治疗组有 40

例患者，予以利培酮方案系统治疗；综合治疗组有 4� 例患者，予以利培酮和音乐联合治疗方案系统

治疗。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 1 个月、治疗后 2 个月评估两组患者的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BPRS），

并根据治疗前后阳性症状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的减分情况评定两组治疗疗效。结果　药物治疗

组入选对象总有效率（80.00％）明显低于综合治疗组（�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两

组患者治疗前 BPRS 评分组间无明显差异（P> 0.05），治疗 1 个月及 2 个月后，两组患者的 BPRS 评

分均降低，且治疗后两组评估的 BPRS 评分综合治疗组均明显低于药物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结论　与单一利培酮的药物治疗，利培酮和音乐联合治疗方案能更有效改善精神分裂

症患者地临床症状及预后情况，在精神科有推广的意义及价值。

【关键词】音乐治疗；精神分裂症；利培酮；BPRS；PANSS

【中图分类号】R74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18）01-0049-03

Clinical efficacy of risperidone combined with music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CHEN Qin，LI Anni，XU Zaifen，et al. Mental Health Center in Wuhan，Wuhan 43001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risperidone combined with music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Methods　From November 2014 to January 2016，a total of 83 cases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

niahospitalized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for this research，and then divided into 2 groups randomly：the medical 

treatment group with 40 patients were given risperidone treatment；while the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group with 43 

patients were given risperidone combined with implementation of music therapy. Before as well as 1 month and 2 months 

after treatment，Brief Psychiatric Rating Scale（BPRS）were evalua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and 

the score reduction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s（PANSS）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treatment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medical treatment group（80％）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group（95.35％），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the BPRS scores 

showed no obvious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treatment（P>0.05）；1 months and 2 months 

later，the BPRS scores of two groups were both decreased，and BPRS scores of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treatment group，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
sion　Compared with risperidone only，risperidone and music combined treatment can be more effectively to improve 

the prognosis and clinical symptoms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Thus，it’s worthy of thepromotion significance 

and value in psychiatric depart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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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属于精神科常见的重性疾病，该疾

病不仅发病缓慢，而且迁延难愈，给患者，患者家

庭以及社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和沉重的负担。目前临

床常用的抗精神病药物虽然可以改善大部分临床症

状，但对于患者的社会功能恢复疗效欠佳。近几年

常用抗精神病药物联合一些辅助恢复治疗手段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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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类症，但总体临床效果仍不确定。为了判定

利培酮和音乐联合治疗方案的推广价值，本研究对

2014 年 11 月 ~2016 年 01 月在我院精神科住院、已

确诊的 83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观察，探讨该疗法

提升精神分裂症患者疗效的意义。具体报道如下：

1　观察对象及方法

1.1　入选对象

经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选择 2014 年 11 月

~2016 年 01 月在我院住院、已确诊的精神分裂症患

者，共 83 例，分为 2 组。药物治疗组：有 40 例患

者，年龄 21.5~59.2，（28.1±6.66）岁；男性 25 名、

女性 15 名；病程介于 2.2~22.6，（8.02±3.22）年，药

物治疗组所有入选对象均实施利培酮方案治疗。综

合治疗组：有 43 例患者，年龄 22.1~60.0，（29.2±

6.44）岁；男性 27 名、女性 16 名；病程介于 2.1~23.1，

（8.55±3.77）年，综合治疗组所有入选对象均实施

利培酮和音乐联合治疗方案。两组患者的一般临床

资料及治疗前的 PANSS 评分，组间无统计学差异

（P>0.05），具有可比性。

1.2　排除及入选标准

排除标准：（1）存在躯体疾病；（2）曾滥用酒精

类物质。（3）既往曾对利培酮过敏患者；（4）治疗前

一个月，曾使用其他抗精神病药物等。

入选标准：（1）满足 ICD-10 关于精神分裂

症的诊断标准；（2）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Brief 

Psychiatric Rating Scale，BPRS）［1］评定分数超过 35
分；（3）已签订知情同意书等。

1.�　方法

1.3.1　利培酮方案　（1）给予所有入选对象服

用利培酮（国药准字号：H20010309），初次使用剂量

控制为每天 1mg，结合患者临床指征适当加大用药

剂量，10 天内需将用药量加至每天 4mg~6mg。（2）

观察患者临床表现，观察时间为 8 周。

1.3.2　音乐治疗方案　（1）每日晨起后，带领

患者到治疗室内聆听音乐，每天固定 1 小时，频率

为每星期 5 次，一个疗程以 8 周为标准。（2）根据患

者疾病特征与临床表现，为其制作个性化音乐处方，

旨在调节患者神经组织功能。（3）组织患者集体收

听音乐节目，以名曲赏析类节目、配乐散文类节目、

音乐故事以及诗歌为主，还可以采取伴奏带唱形式

或者清唱形式进行，对患者产生激励作用或者启发

作用，使其领悟到歌词中蕴藏的内涵，从而实现音

乐治疗目标。（4）定期为患者播放积极乐观型、兴奋

激励型、欢快愉悦型音乐，通过音色、节奏以及音

调的合理搭配，对患者产生外部刺激感，帮助患者

领悟音乐内涵，并使其大脑形成情感反应，从而产

生生理效应以及心理效应，并肯定患者的表达欲望，

鼓励患者在音乐中表达自我，以提升其社交能力。

1.4　疗效标准

采用 BPRS 测定治疗前、治疗后一个月、治疗

后二个月两组患者的精神症状情况，该量表共五类

因子（18 项），其中，评分越高，表明患者病情越为

严重。同时，根据治疗前后阳性症状与阴性症状量

表（PANSS）的减分情况评定两组治疗疗效，其中：

治疗后 PANSS 量表评定分数的降低幅度大于或等于

75.0％，表明“临床治愈”；其 PANSS 量表评定分数

的降低幅度在 50.0％至 74.0％之间，表明“临床显

效”；其 PANSS 量表评定分数的降低幅度在 25.0％至

49.0％之间，表明“临床好转”；其 PANSS 量表评定

分数的降低幅度不足 25.0％，表明“临床无效”，有

效率 =（“临床治愈”+“临床显效”+“临床好转”）

的人数 / 入选患者总数 ×100％［2］。

1.5　数据统计

所用统计软件的版本为 SPSS20.0。其中，计量

数据选择均数 ± 标准差（x±s）代表，选择 t 检验；

计数资料以百分比或率（n，％）表示，采用 χ2 检验。

以 P<0.05 为比较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标准。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临床疗效对比

治疗后药物治疗组有效率 80.00％，明显低于综

合治疗组 95.35％，比较差异显著（P<0.05），具体

结果见表 1。

表1　2组入选对象疗效（n，％）

组别 例数（例） 临床治愈 临床显效 临床好转 临床无效 有效率

药物治疗组 40 1（2.50） 26（65.00） 5（12.50） 8（20.00） 80.00％

综合治疗组 43 5（11.63） 30（69.77） 3（6.98） 2（4.65） 95.35％

χ2 - - - - - 4.6072

P值 - - - - -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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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BPRS 评分对比

两组患者治疗前 BPRS 评分，组间比较无统计

学差异（P>0.05）；治疗一个月后，药物治疗组入选

对象 BPRS 量表评数（37.18±5.00）分，综合治疗组

（32.05±4.08）分，两组较治疗前均有所降低，且

综合治疗组评分低于药物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治疗二个月后，药物治疗组入选对

象 BPRS 量表评数（33.21±4.33）分，综合治疗组

（27.06±3.53）分，两组各自评分较治疗前均显著降

低，且综合治疗组评分低于药物治疗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具体见表 2。

表2　2组治疗前后BPR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BPRS评分（分）

入组前 治疗一个月后 治疗二个月后

药物治疗组 41.12±6.21 37.18±5.06* 33.21±4.33*

综合治疗组 42.51±6.08 32.05±4.08* 27.06±3.53*

t -1.0369 5.1367 7.1137

P P>0.05 P<0.05 P<0.05

注：与该组治疗前相比，治疗后 *P< 0.05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临床常见的重性精神疾病，该病

的病因尚未有明确定论，对其的治疗若不及时，极

易导致病情的迁延加重，给患者的预后及生活质量

造成严重的影响［3］。当前，临床上对于精神分裂症

的多采用的是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其中利培

酮作为一种新型的抗精神病药物，将其应用于精神

分裂症的治疗中，能够有效起到双重拮抗的作用，

其临床价值已经获得认可。但是，为了进一步提升

患者疗效，还应选择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案，进一步

改善患者的总体预后，从而更有利于患者早日回归

正常的社会生活中。有数据调查表明，在利培酮治

疗精神分裂症基础上配合音乐治疗，能够为患者创

建积极向上、乐观轻松的治疗环境，进而对患者产

生一种外部刺激感，帮助患者的情感体验恢复及改

善部分认知，最终提升患者治疗的积极性以及生活

的质量［4］。但在开展音乐治疗时，应重视以下方面：

（1）合理选择播放曲目。在选择播放曲目时，应当

坚持“有的放矢”的原则，以患者个性化差异为出

发点，深入了解其精神状态、文化程度以及兴趣爱

好等信息，从而选择适合患者的曲目［5］。（2）为患

者营造安静、清新、舒适的音乐治疗环节，并落实

“即兴演唱”、“歌曲聆听”、“演奏乐器”以及“歌曲

学唱”等治疗方案，从而有效激发患者主动学习音

乐的兴趣［6-7］。（4）展开节奏训练，指导患者练习节

拍、学习民族舞或者打鼓点等，以改善患者的肢体

活动及协调能力，提升音乐治疗方案多样性与有效

性［8］。（5）治疗过程中，医务人员要结合患者恢复状

态，实时调整治疗计划，确保治疗方案的及时性和

针对性。本次研究中，药物联合音乐治疗的综合治

疗组，其治疗后的总有效率 95.35％，明显高于单纯

采用药物治疗的药物治疗组 80.00％（P<0.05），且

综合治疗组 BPRS 评分改善程度明显优于药物治疗

组（P<0.05），与王祥等 ［9］研究观点结果一致。上述

结果提示在利培酮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同时联合

音乐治疗，能够让患者保持愉悦、舒适的心情，进

而能够进一步提升药物治疗的疗效。

综合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在精神分裂患者中，利

培酮和音乐联合治疗方案，不仅操作程序有可行性，

而且还能有效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症状及预后情

况，进一步提升患者社会功能，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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