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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西汀联用利培酮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焦虑、抑郁状态的影响

黄雪萍 1 、 张　涛 2 、 黄金园 1 、 周小艳 1 、 文　宴 1

【摘要】目的　探讨氟西汀联用利培酮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焦虑、抑郁状态的影响。方法　回顾

性分析 2014 年 5 月 ~2016 年 4 月于本科室收治精神分裂症 100 例，将其分为联合组和单一组，各 50

例。单一组给予氟西汀（20mg/ 次，1 次 /d）及安慰剂治疗，联合组给予氟西汀（20mg/ 次，1 次 /d）

加用利培酮（4mg/ 次，1 次 /d）治疗，均治疗 12 周。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尔顿焦

虑量表（HAMA）评价患者焦虑抑郁状态。统计分析患者疗效、HAMD 及 HAMA 评分及不良反应发

生情况，并进行组间对比。结果　联合组患者治疗有效率显著高于单一组（P< 0.05）。治疗前两组

患者 HAMD、HAMA 评分无明显差异（P>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HAMD、HAMA 评分均低于治疗

前（P< 0.05），且联合组治疗 4 周、12 周的 HAMD、HAMA 评分均显著低于单一组（P< 0.05）。联合

组患者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与单一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氟西汀联用利培酮能有效

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安全可靠，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应用。

【关键词】氟西汀；利培酮；精神分裂症；焦虑；抑郁

【中图分类号】R97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18）03-0452-04

The impact of fluoxetine combined with risperidone o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
sion symptoms　　HUANG Xueping，ZHANG Tao，HUANG Jinyuan，et al. Chongqing Mental Health Center，
Chongqing 401147，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fluoxetine combined with risperidone in the treatment of schizo-

phrenia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ymptoms. Methods　100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ho were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4 to April 2016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ll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ised into the ex-

perimental group（n=50）and the control group（n=50）.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fluoxetine（20mg once daily）

and placebo，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given fluoxetine（20mg once daily）and risperidone（up to 4mg 

once daily）. The treatment for the two groups continued for a period of 12 weeks.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AMD）and Hamilton Anxiety Rating Scale（HAMA）were used to evaluate patient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ymp-

toms. Patients’ HAMD and HAMA scores，curative effect，and adverse reaction rate were analysed and compared 

between groups. Result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howed statistically higher curative effect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P<0.05）. The two group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HAMD and HAMA scores before treat-

ment（P>0.05）and showed significantly lower scores after treatment（P<0.05）. Besides，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HAMD and HAMA score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receiving treatment for 4 and 12 weeks

（P<0.05）. Both groups exhibited low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Conclusion　Fluoxetine combined with risperidon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urative effect in 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ith anxiety，depression symptoms. With high safety and reliability，it is worthy of further pro-

motion in clinical sit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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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后焦虑、抑郁是指分裂症患者病情

有所缓解后患者因病耻感或对未来生活、病情预后

等情况的担忧而出现的焦虑、抑郁症状，且症状持

续 2 周以上［1］。精神分裂症患者焦虑、抑郁状态发

生率较高，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预后，导致其社

会功能减退，甚至危害患者生命安全［2］。因此，单

纯使用抗精神病药物并不能完全缓解此类患者的焦

虑抑郁症状，需要联合其他药物治疗才能促进疾病

恢复［3］。有研究显示，利培酮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阳性、阴性症状均有较好的治疗效果，且安全性较

高。另外，氟西汀是一种选择性 5- 羟色胺再摄取抑

制剂，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焦虑、抑郁症状有一定的

改善作用［4］。对此，本研究通过氟西汀联用利培酮

治疗伴有焦虑、抑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并评价其

治疗效果和安全性，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5 月 ~2016 年 4 月于本科室

收治精神分裂症 100 例，根据给药方式不同将其分

为联合组和单一组，各 50 例。纳入标准：（1）均符

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诊断标准》第 3 版（CCMD-3）
精神分裂症后焦虑、抑郁的诊断标准［5］，且焦虑、

抑郁状态持续 2 周以上；（2）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评分均 >24 且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

评分 >14 分；（3）入组前 2 周未使用过其他抗焦虑、

抑郁药，且服用抗精神病药剂量相对稳定 3 个月。

排除标准：（1）对本研究中的药物过敏或目前正在

服用利培酮系统治疗患者；（2）滥用精神活性物质

者；（3）伴有严重躯体疾病者；（4）有自杀倾向或既

往有自杀史者；（5）本人或监护人不愿参与者。联

合组：男性 26 例，女性 24 例，年龄 18~60 岁，平

均年龄（40.63±20.63）岁，病程 1~8 年，平均病程

（5.32±4.26）年，受教育年限（10.52±4.54）年；单

一组：男性 29 例，女性 21 例，年龄 20~62 岁，平

均年龄（41.69±18.96）岁，病程 1~9 年，平均病程

（6.12±3.59）年，受教育年限（11.63±3.98）年。本

研究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核并批准，所有参与的

患者均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

对比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入组前已服用其他抗精神病药物者，

均维持基本用药。

单一组：给予氟西汀片口服，20mg/ 次，1 次 /d。

此组患者给与安慰剂（淀粉），治疗时间为 12w。

联合组：给予氟西汀片口服，20mg/ 次，1 次 /d，

并给予利培酮（国药准字 H20061072）口服，起始剂量

1mg/d，逐渐加至 4mg/d，1 次 /d，治疗时间均为 12w。

1.3　指标观察与疗效评价

两组患者分别在治疗前、治疗 4 周、治疗 12 周

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

表（HAMA）评定患者焦虑、抑郁情绪［6］。疗效判

断［7］：HAMD 评分≤ 8 分、HAMA 评分≤ 7 分为痊

愈，HAMD、HAMA 评分均减少 50％以上为显效，

HAMD、HAMA 评分减少小于 50％而大于 30％为进

步，HAMD、HAMA 评分减少 30％以下为无效。有

效率 =（治愈 + 显效）/ 总例数 ×100％。

记 录 分 析 患 者 治 疗 前 后 各 时 间 点 H A M D 、

HAMA 评分及不良反应发生及疗效情况。

1.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2.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

资料以率或百分比（n，％）表示，比较采用 χ2 检验；

计量资料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或 t 检验，以（x±

s）表示，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治疗后，联合组患者治疗有效率高于单一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n，％）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进步 无效 有效率（％）

联合组 50 14 26 6 4 40（80.00）

单一组 50 10 21 12 7 31（62.00）

χ2 3.93

P <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HAMD、HAMA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HAMD、HAMA 评分无明显

差异（P>0.05）。两组患者治疗 4、12 周后 HAMD、

HAMA 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P<0.05），且联合组

治疗 4 周、12 周的 HAMD、HAMA 评分均低于单一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治疗后，联合组患者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与单一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后焦虑、抑郁状态发病率较高，常

表现为兴趣减低、情绪低落、悲观和自责自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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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患者本人及家庭带来很大的痛苦和危害，患者容

易出现自杀念头和行为，给家人和社会带来了沉重

负担［8］。目前主要通过药物治疗此类患者，而抗焦

虑、抑郁药物种类繁多，而治疗效果也不尽相同。

有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是中枢多巴胺受体的敏感

性增加，而焦虑、抑郁症状是与多巴胺、5- 羟色胺

的单胺能系统功能低下有关［9］。利培酮是一种对 5-

羟色胺受体及多巴胺受体具有双重拮抗作用的苯丙

异恶唑类衍生物，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症状能有效改

善，且安全性高，另外氟西汀能通过选择性阻断突

触前膜对 5- 羟色胺再摄取作用而具有抗抑郁的效

果。

对此，本次研究通过氟西汀联合利培酮治疗精

神分裂患者的焦虑、抑郁症状，发现联合组治疗 4
周、12 周 HAMD、HAMA 评分均低于单一组，且联

合组患者治疗有效率高于单一组，可显示氟西汀联

合利培酮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较单用氟西汀能更有

效缓解患者的焦虑、抑郁症状。其中氟西汀能选择

性抑制 5- 羟色胺再摄取，而减少中枢神经突触再摄

取 5-HT，使突触间隙的 5-HT 浓度升高，而改善精

神分裂症患者焦虑、抑郁症状，从而有利于精神分

裂症的恢复；利培酮能够通过拮抗突触前膜 5- 羟色

胺及多巴胺受体作用，而升高突触前膜 5- 羟色胺及

多巴胺浓度，则能延长其对突触的作用。精神分裂

症患者抑郁状态是因为多巴胺及 5- 羟色胺的浓度下

降，因此氟西汀及利培酮而具有抗焦虑、抑郁的作

用。另外利培酮经 P450-2D6 酶代谢生成 9- 羟利培

酮，而氟西汀是 P450-2D6 酶抑制剂，理论上两者合

用后氟西汀会干扰血浆利培酮浓度，而影响 P450-

2D6 酶与利培酮的代谢。有研究显示，两者合用并

没有降低血浆中 9- 羟利培酮浓度，反而增加其总浓

度，因此氟西汀联合利培酮配伍具有相辅相成、相

互促进而更好抗焦虑和抑郁症状［10］。本研究结果还

显示，联合组患者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与单一组基本

相似，主要是出现一些轻微的恶心呕吐、口干、头

晕、失眠等一些副反应，给予患者相关知识教育，

且叮嘱其注意休息外，并未给予其他任何治疗处理，

也未影响研究继续进行，症状均自行缓解，可说明

氟西汀联合利培酮在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中是安全、

可靠的。

综上所述，氟西汀联合利培酮治疗精神分裂症

患者能更好改善焦虑、抑郁状态，提高治疗效果，

且不良反应轻，安全、可靠，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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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组 50 2 1 1 2 1 0 2 9（18.00）

单一组 50 1 1 2 1 2 0 1 8（16.00）

χ2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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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双相狂躁组及双

相抑郁组患者 IL-2、IL-1β 水平对比差异不显著，

IL-2、IL-1β在双相精神障碍发病中可能不起到主

要作用。双相狂躁组及双相抑郁组患者的血清 IL-6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双相狂躁组及双相抑郁

组患者可能存在着免疫激活现象。在治疗 8 周后，

IL-6 水平下降，提示 IL-6 可能是双相狂躁症及抑郁

症发作的一个状态标志，可作为预测情感稳定剂效

果的一个指标［10］。

综上所述；双相精神障碍患者狂躁症、抑郁症

发作与血清 IL-6 水平具有相关性，发作时可能存在

IL-6 诱导的免疫功能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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