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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利哌酮对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阴性症状的效果

蒋红梅 1 、 刘宝燕 1 、 冯正直 2 、 肖晓杨 1

【摘要】目的　探讨帕利哌酮对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阴性症状的效果。方法　选取 2015 年 6 月

~2017 年 5 月来本院诊治精神分裂症患儿 60 例，随机分为帕利哌酮组和阿立哌唑组，各 30 例，帕利

哌酮组给予帕利哌酮治疗，阿立哌唑组给予阿立哌唑治疗，分析所有患者的临床疗效、阴性症状评

定量表（SANS）评分、个人社会功能量表（PSP）评分、副反应量表（TESS）评分。结果　两组患儿

治疗 2 周后帕利哌酮组患儿 SANS 五项因子（思维贫乏、情感平淡或迟钝、意志缺乏 / 情感淡漠、兴

趣缺乏 / 社交缺乏及注意损害）评分开始明显降低，PSP 评分开始明显升高，阿立哌唑组治疗后 4 周

SANS 评分开始明显降低和 PSP 评分开始明显升高，帕利哌酮组改善程度好于阿立哌唑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0.05）；两组患儿治疗前、治疗后 2、4、8 周 TESS 评分均无明显差异（P> 0.05）。结论

　与阿立哌唑相比，帕利哌酮能更好的改善儿童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和社会功能，起效快、安全

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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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Paliperidone on negative symptoms in children with schizophrenia　　JIANG Hongmei，LIU 
Baoyan，FENG Zhengzhi，et al. Chongqing mental health center，Chongqing 401147，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paliperidone on negative symptoms in children with schizophre-

nia. Methods　60 children with schizophrenia were selected from June 2015 to May 2017 in our hospitals 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n=30）and the control group（n=30）. The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paliperidone，while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aripiprazole.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the score 

of SANS，PSP and TESS of all the patients were analyzed. Results　After 2 weeks of the treatment，the SANS score 

in observation group began to decrease and the PSP scores began to rise，while the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had same 

changes after four weeks of the treatment. The degree of improvement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t the same time period（P<0.05）. TESS scores of two group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be-

fore treatment and 2，4，8 weeks after treatment（P>0.05）. Conclusions　Paliperidone can improve negative symp-

toms and social function in children with schizophrenia with quick effect and high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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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岁以前罹患的精神分裂症被称之为儿童精神

分裂症，表现为基本个性改变、情感与环境不协调

等，阳性和阴性症状突出等［1］，主要使用非典型抗

精神病药物来治疗。帕利哌酮治疗成年精神分裂症

效果肯定，但缺少对儿童精神分裂症的疗效的研究

报道［2］。阿立哌唑治疗儿童精神分裂症具有较高疗

效、安全性高，已被临床广泛应用［3］。本研究对比

帕利哌酮与阿立哌唑对儿童精神分裂症的疗效和不

良反应。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5 年 6 月 ~2017 年 5 月于本院诊治精神

分裂症患儿 60 例，随机分为帕利哌酮组和阿立哌唑

组，各 30 例。纳入标准［4］：（1）均符合 ICD-10 精神

与行为障碍分类中的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且均为

首次发病；（2）治疗前未使用过任何抗精神病药物，

年龄≤ 18 岁；（3）均无相关药物过敏史，且家属均

在知情下签署同意书；排除标准：（1）合并有肝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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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分泌、神经系统等躯体严重性疾病，或因药物所

致严重不良反应而不能耐受者；（2）研究过程中未

按方案服药者，有头部外伤史；（3）法定监护人撤

销知情同意，临床资料不全。帕利哌酮组：男孩 18
例，女孩 12 例，首次发病年龄 8~17 岁，平均年龄

（12.53±3.15）岁，病程 1~14 个月，平均病程（5.74
±4.22）个月，体质量 30~52kg，平均体质量（42.15
±10.32）kg；阿立哌唑：男孩 16 例，女孩 14 例，首

次发病年龄 10~18 岁，平均年龄（13.45±2.85）岁，

病程 1~16 个月，平均病程（6.12±3.45）个月，体质

量 32~49kg，平均体质量（41.57±11.42）kg。本研究

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两组体质量、年龄、

病程等临床无明显差异（P>0.05）。

1.2　药物治疗方法

（1）帕利哌酮组：给予帕利哌酮缓释片（批准文

号：进口药品注册证号 H2008055）口服治疗，起始

剂量为每日 3mg，此后根据病情、躯体耐受情况而

逐渐增加至每日 9~12mg，若出现睡眠障碍或不良反

应，根据病情需要合并使用苯二氮卓类药物和盐酸

苯海索片对症治疗，连续治疗 8 周。

（2）阿立哌唑组：给予阿立哌唑（国药准字：

H20041505）口服治疗，第 1~3d 剂量为每日 5~10mg，

1 周后剂量逐渐增加至每日 10~15mg，若出现睡眠障

碍或不良反应，根据病情需要合并使用苯二氮卓类

药物和盐酸苯海索片对症治疗，连续治疗 8 周。

1.3　疗效判断与指标观察

（1）阴性症状评定：于治疗前、治疗后 2、4、8

周采用阴性症状评定量表（SANS）［5］进行评定，包括

思维贫乏、情感平淡或迟钝、意志缺乏 / 情感淡漠、

兴趣缺乏 / 社交缺乏、注意损伤 5 个分量表 24 项，

采用 0~5 分对每个项目进行评分，分数越高表示阴

性症状越严重。

（2）疗效判断：治疗 8 周，采用 SANS 减分率评

定疗效，减分率 >75％为痊愈，50％~74％为显效，

25％~49％为好转，<25％为无效。

（3）社会功能恢复状况：于治疗前、治疗后 2、

4、8 周采用个人和社会功能量表（PSP）［6］进行评估，

分数越高表示恢复状况越好，

（4）副反应评价：于治疗前、治疗后 2、4、8
周采用副反应量表（TESS）［7］进行评估，并分别检测

体重、血常规、肝功能、肾功能、心电图及脑电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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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S 各项目评分结果比较

治疗后 2 周帕利哌酮组患儿 SANS 5 项因子（思

维贫乏、情感平淡或迟钝、意志缺乏 / 情感淡漠、兴

趣缺乏 / 社交缺乏及注意损害）评分开始明显降低，

阿立哌唑组治疗后 4 周开始明显降低，治疗后 2、4
周同时段，帕利哌酮组均低于阿立哌唑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SANS各项目评分结果比较（分，x±s，n=30）

分量表 例数 治疗前 治疗2周 治疗4周 治疗8周

思维贫乏 帕利哌酮组 9.52±1.16 6.75±0.75ab 3.42±0.40 ab 3.31±0.42 a

阿立哌唑组 9.44±1.20 9.21±1.11 5.21±0.87a 3.67±0.68a

情感平淡或迟钝 帕利哌酮组 9.10±1.34 6.41±0.89 ab 3.86±0.44 ab 3.34±0.49 a

阿立哌唑组 9.05±1.26 8.76±1.42 5.89±0.76a 3.62±0.52a

意志缺乏/情感淡漠 帕利哌酮组 12.40±1.02 7.85±1.20 ab 4.12±0.74 ab 3.75±0.64 a

阿立哌唑组 12.57±1.16 12.05±1.32 6.22±0.95a 3.98±0.84a

兴趣缺乏/社交缺乏 帕利哌酮组 8.14±1.18 5.78±0.87 ab 3.12±0.54 ab 3.10±0.50 a

阿立哌唑组 7.98±1.29 7.67±1.34 4.21±1.05a 3.21±0.84a

注意损害 帕利哌酮组 9.76±1.35 6.42±0.65 ab 3.42±0.46 ab 3.21±0.48 a

阿立哌唑组 9.88±1.42 9.62±1.44a 5.75±0.76a 3.42±0.64a

注：a与治疗前比较，P<0.05；b两组间比较，P<0.05。

2.2　两组 PSP 评分比较

治疗后 2 周帕利哌酮组 PSP 评分开始明显升高，

阿立哌唑组治疗后 4 周开始明显升高，同时段帕利

哌酮组均高于阿立哌唑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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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见表 2。
表2　两组PSP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2周 治疗4周 治疗8周

帕利哌酮组 30 48.96±8.41 57.86±7.16a 70.58±6.21a 76.44±6.25a

阿立哌唑组 30 50.62±8.75 53.65±8.12 66.78±6.65a 69.88±6.41a

t 0.74 2.13 2.29 4.01

P >0.05 <0.05 <0.05 <0.05

注：与治疗前比较：aP<0.05

2.3　两组 TESS 评分比较

两组患儿治疗前、治疗后 2、4、8 周 TESS 评分

均无明显差异（P>0.05），见表 3。
表3　两组TES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2周 治疗4周 治疗8周

帕利哌酮组 30 1.92±1.30 3.25±2.15 3.54±2.26 3.34±2.16

阿立哌唑组 30 1.84±1.26 3.16±1.98 3.48±2.30 3.29±2.45

t 0.24 0.17 0.10 0.08

P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阴性症状主要表现为思

维贫乏、意向减退、社会退缩、动作迟缓等，与额

叶及额前叶皮质多巴胺（DA）活动性下降及 5- 羟色

胺机制有关。传统抗精神病药物可以改善阳性症状，

但对阴性症状效果不佳［8］。阿立哌唑、帕利哌酮等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作用于多个受体系统，不仅可

以对患者阳性症状有效，还可以改善阴性症状及认

知功能 ［9］。本研究发现：治疗 2 周，帕利哌酮组患儿

思维贫乏、情感平淡或迟钝、意志缺乏 / 情感淡漠、

兴趣缺乏 / 社交缺乏及注意损害等阴性症状得到明显

改善，而阿立哌唑组要治疗 4 周才有明显效果，提

示帕利哌酮对儿童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起效时间比

阿立哌唑更快。研究显示［10］，社会功能的恢复对儿

童患者早日回归正常的学习和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长期服用帕利哌酮能有效改善患者的社会功能。本

研究也发现：两组药物均能不同程度改善患儿的个人

和社会功能，帕利哌酮治疗 2 周后患儿的个人和社

会功能开始有明显改善，而阿立哌唑 4 周才有改善，

且同时段前者改善效果均高于后者，说明帕利哌酮

改善社会功能较阿立哌唑更快，且效果更佳。我们

的研究还发现：治疗期间两组患儿 TESS 评分均无明

显差异，且分数均较低，说明两药对儿童精神分裂

症患儿的安全均较好。

综上所述，与阿立哌唑相比，帕利哌酮能更好

的改善精神分裂症儿童的阴性症状和社会功能，而

且起效快、安全性好。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收集样

本量较少，且观察时间较短，因此需要更大样本，

更长观察期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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