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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培酮联合认知行为治疗对残留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疗效

王　凯 1 、 张永艳 2 、 刘西和 1 、 李 鹏 1 、 王洪君 1

【摘要】目的　利培酮联合认知行为治疗对残留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病性症状，焦虑抑郁情

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在 2014 年 1 月 ~2016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 60 例残留型精神分裂

症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其中对照组患者采用利培酮单药治疗，观察组患者

在利培酮治疗的基础上增加认知行为治疗，对比观察两组治疗前后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

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及生活质量的变化。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上述

量表评分，组间无明显差异（P> 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PANSS 评分及阴性症状评分均明显低于

对照组，生活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SAS 及 SD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评分（P< 0.05）。结论　利培

酮联合认知行为治疗对残留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病性症状的临床效果显著，且能够更有效改善

焦虑抑郁情绪，有助于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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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of risperidone combined with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residual schizophrenia　　WANG Kai，ZHANG Yongyan，LIU Xihe，et al. Beijing Daxing District Psychiatric Hos-
pital，Beijing 102600，China

【Objective】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risperidone combined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on psychotic 

symptoms，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as well as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residual schizophrenia. Methods　60 

cases of residual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ere selec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4 to January 2016 as the research 

objects，and all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randomly.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risperidone only，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on the basis of ris-

peridone treatment。 The changes of PANSS，SAS，SDS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above scale scores（P>0.05）；After treatment，the PANSS scores and negative symptom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s were signifi-

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scores of SAS and SDS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Risperidone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has a significant clinical effect on 

psychotic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residual schizophrenia，and can be more effective to improve anxiety and depres-

sion mood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se patients.

【Key words】 Risperidone；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Schizophrenia 

精神分裂症是精神科临床诊疗中较为常见的疾

病之一，其中以残留型精神分裂症较为普遍，患者

在临床接受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后残留某些症状，阳

性症状以幻听为主，阴性症状以思维贫乏、意志减

退或者情感淡漠为主［1，2］。该病严重影响了患者的正

常生活和工作，给社会和患者家庭造成了加大负担。

目前，临床上仍然采用药物为主的治疗方案，但是

治疗疗程较长。本研究中引入认知行为疗法，通过

与以往单一抗精神药物治疗效果进行对比，进一步

探讨了其临床效果。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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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取得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后，在我院选取

2014 年 1 月 ~2016 年 1 月收治的 60 例精神分裂患者

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临床诊断符合世界卫生组

织 1990 版国际疾病分类（ICD-10）关于残留型精神

分裂症诊断标准；自愿参与本次研究的患者；入组前

未接收其他药物治疗且心电图无异常的患者。排除

标准：具有严重心脏功能障碍、传染性疾病的患者；

排除具有其他精神疾病的患者。患者的临床表现为

特殊的知觉、情感、思维、行为等多方面障碍，且

精神活动与环境不协调。按照治疗方法的不同将患

者分为两组，各组均有 30 例，观察组患者年龄在

18~56 岁，平均年龄（40.3±7.6）岁。对照组年龄在

18~56 岁之间，平均年龄（43.3±7.6）岁；两组患者

一般临床资料无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在临床治疗中则选用常规药物治疗，

其中利培酮口崩片（国药准字 H20070319）用法为：

初始剂量为 1mg/d，根据病情逐渐增加药物剂量至每

日 4mg。如果疗效仍不满意，可以增加到 6~8mg/d。

治疗期间严禁合并使用其他抗精神病药物、抗抑郁

药物、抗躁狂药物及电休克治疗，如出现锥体外系

等药物不良反应及时予以对症处理。

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药物治疗基础上，同时给予

认知行为疗法，首先，对患者实施行为训练，每天可

以对患者进行两次体位锻炼，30min/ 次，以能够对患

者的懒散生活不良习惯起到良好的纠正作用，音调患

者养成良好的作息时间；其次还可以在了解患者兴趣、

爱好等基础上，对患者实施相应的认知训练，制定合

理培训方式；再次也要积极引导患者对认知训练重要

性有正确认识，可以将矫正目的及意义详细讲给患

者，其中包括和疾病相关的基础知识；最后还需要进

一步加强患者的健康宣教，可以采用录像、图书和知

识讲座形式，让患者对自身病态表现有正确认知。另

外在患者认知行为治疗过程中，还可以次用小组模拟

练习对患者进行社交训练，以提升患者的外界应激能

力，并密切观察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

1.3　观察指标［3，4］

采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定患者精

神分裂症的严重程度，该量表包括 33 个条目，其中

阳性症状、阴性症状及精神病理症状分别 7 项、7 项、

16 项，分值越高表示精神障碍问题越严重。

应用 Zung 氏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

表（SAS）评估两组患者的心理状态，随着分值的提

升，患者的抑郁、焦虑状态日益严重。同时，应用《精

神分裂症患者生活质量量表》（SQLS）评估两组患者的

生活质量，内容包括物质生活及躯体、心理、社会功

能，随着分值的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逐渐提升。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x
±s）表示，比较经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n，％）

表示，比较经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 PANSS 评分比较情况

两组患者治疗前 PANSS 评分，组间无明显差

异（P>0.05）；治疗前后观察组患者阴性症状评分及

PANSS 评分总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但阳

性症状评分组间无明显差异（P>0.05）。见表 1。
表1　两组精神分裂症患者PANSS评分（x±s，分）

组别/例数 总分 阴性症状 阳性症状 一般病理症状

观察组（n=30）32.9±11.4 5.3±4.9 16.1±4.4 11.6±3.4

对照组（n=30）42.0±10.4 8.3±5.1 16.2±3.5 16.2±4.5

t值 4.34 3.31 0.07 2.44

P值 <0.05 <0.05 >0.05 >0.05

2.2　两组生活质量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生活质量评分组间无明显差

异（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物质生活、躯体

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评分均显著高于治疗前

（P<0.05）；且观察组患者的上述评分均显著高于对

照组（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变化情况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物质生活 躯体功能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观察组（n=30） 治疗前 50.1±3.1 50.3±3.1 51.0±3.7 49.0±3.1

治疗后 57.7±3.0#* 58.8±4.0#* 59.0±3.0#* 58.1±3.2#*

对照组（n=30） 治疗前 50.0±3.2 50.6±3.0 51.0±3.2 49.0±3.1

治疗后 54.7±3.1# 55.0±4.5# 55.2±3.0# 55.2±3.1#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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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患者 SAS 评分、SDS 评分变化情况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SAS 评分、SDS 评分之间的

差异均不显著（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 SAS

评分、SDS 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P<0.05），对照组

患者治疗后的 SDS 评分显著低于治疗前（P<0.05），

但 SAS 评分之间的差异不显著（P>0.05）；治疗后，

观察组患者的 SAS 和 SDS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具体见表 3。
表3　两组SAS评分、SDS评分变化（x±s，分）

组别 例数 时间 SAS评分 SDS评分

观察组 30 治疗前 70.8±5.3 71.0±6.7

治疗后 52.1±5.0#* 42.6±3.8#*

对照组 30 治疗前 71.4±5.9 69.6±4.1

治疗后 69.2±6.7 59.4±4.8#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疾病类型之一，

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复发率和致残率，不仅对患者

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还会

增加家庭、社会的经济负担［5］。现阶段，精神分裂

症疾病的临床治疗多以药物治疗为主，通过药物治

疗可以降低复发率，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6，7］。

其中精神疾病中精神分裂症残留型是比较常见

的一种类型，在我国发生精神疾病的患者中有 50％

以上的患者属于该疾病类型，此种类型的精神分裂

症具有病程多迁延的特点，患者经常表现为在行为、

情感和认知、思维出现不同程度的障碍［8］。利培酮

是苯并异噁唑衍生物，它可以选择性的和多巴胺、5-

羟色胺受体进行拮抗，而且，利培酮对多巴胺 D2 受

体、5- 羟色胺受体有较高的亲和力，可以改善由于

5- 羟色胺功能障碍引发的情感症状［9-11］。另外，利

培酮在治疗认知障碍方面也有一定的改善效果，且

利培酮对患者的耐受性比较好，有利于使患者神经

运动功能得到恢复，因此在临床治疗中具有较高的

安全性［12］。利培酮虽然对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具有一

定的效果，但是大剂量使用药物也将对患者产生一

定的副作用。

认知行为治疗不仅仅是针对行为、情绪这些外

在表现，而且分析病人的思维活动和应付策略这些

内在核心观念，找出患者存在错误的认知并加以纠

正。有研究显示［13］，在残留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

治疗过程中，认知行为疗法的应用具有重要价值，

其不但能够对患者精神分裂症状起到显著改善效果，

并能够显著降低患者的复发率及致残率，对患者残

留的社会功能障碍也具有显著改善作用。认知行为

疗法是当前精神医疗中重要的的心理技术之一，也

是唯一能够提供证据支持的心理治疗方案。认知疗

法可通过对患者错误认知及情绪、行为进行控制，

从而逐渐改善阴性症状［14，15］。同时结合抗精神药物

治疗，能够更加显著的改善患者的精神病性症状，

临床应用价值显著。本组研究结果显示，采用利培

酮联合认知行为疗法治疗的观察组患者其 PANSS 评

分，焦虑抑郁情绪评分及生活质量评分的改善程度

较单用利培酮治疗的对照组更为显著，也印证了认

知行为治疗联合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对残留型精神

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病性症状，情绪障碍及生活质量

具有更好的临床疗效。

综上所述，相对于单一应用利培酮药物治疗而

言，认知行为治疗联合利培酮的治疗方案能够显著

改善残留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病性症状，对其

语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也具有良好的改善效果，可

将其作为残留型精神分裂症治疗的优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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