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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培酮联合个案管理干预模式对精神分裂症后抑郁患者的临床疗效及认知
功能的影响

廉　鹏 1 、 张灿文 2 、 张向辉 3 、 孙梦梦 1 、 张　玮 1

【摘要】目的　探讨行利培酮治疗联合个案管理干预对精神分裂症后抑郁患者的疗效及认知功

能的影响。方法　从 2010 年 3 月 ~2013 年 5 月时段内到我院接受治疗的 120 例精神分裂症后抑郁患

者随机分为两组，利培酮组仅行利培酮治疗，联合组采用利培酮治疗配合个案管理干预，分析两组

病患认知功能改善情况及总疗效。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联合组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CST）、

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及生活质量量表（QOL-100）的评估结

果无显著性差异（P> 0.05）；治疗后，联合组 WCST 评估结果显著优于利培酮组，PANSS、HAMD 评

分均显著低于利培酮组 QOL-100 各维度评分均明显高于利培酮组，组间对比差异显著（P< 0.05）。

结论　在对精神分裂症后抑郁患者实施利培酮配合个案管理干预，患者精神病性症状、认知功能及

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改善，总疗效较单独使用利培酮药物治疗更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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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risperidone combined with case management intervention on clinical efficacy and cognitive func-
tion of patients with post schizophrenia depression　　LIAN Peng，ZHANG Canwen，ZHANG Xianghui，et al. 
Tai'an city psychiatric hospital，Tai'an 27102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risperidone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intervention of case man-

agement on post schizophrenia depression and its impact on cognitive function. Methods　120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the post schizophrenia depression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during Mar 2010 to May 2013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

vided into two groups. In the risperidone group，patients were treated only with risperidone while in the combined group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risperidone and intervention of case management. The cognitive improvement and overall ef-

ficacy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evaluation results of 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WCST），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mptom scale（PANSS），Hamil-

ton depression scale（HAMD）and Quality of life（QOL-100）between two groups（P>0.05）. After the treatment，the 

assessment result of WCST in the combin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risperidone group. PANSS and 

HAMD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risperidone group（P<0.05）. The dimension scores of QOL-100 

in the combined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risperidone group，and the between-

group comparison difference was also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For patients with post schizophrenic depres-

sion，the treatment of risperidone with case management intervention is more ideal than treatment with only risperidone 

as the psychotic symptoms，cognitive function and life quality could get considerable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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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后抑郁是精神分裂症的常见并发症，

多数患者还表现出明显自杀倾向［1］。目前，临床上

主要选用口服药物方式对精神分裂症后抑郁患者进

行治疗。长期服药可保证患者病情得到有效控制，

改善患者相关临床症状。但精神分裂症后抑郁患者

因认知功能有明显衰退，治疗过程中多数患者表现

出较低依从性。因此，给予患者药物治疗的同时配

合实施有效干预措施对患者病情控制及负面情绪改

善效果的提高极为重要。本文主要探讨对精神分裂

症后抑郁患者行利培酮治疗时配合实施个案管理干

预的价值，现做如下报告。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取得医学伦理批件后，选择从 2010 年 3 月

~2013 年 5 月时段内到我院接受治疗的 120 例精神分

裂症后抑郁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利培酮组 60 例，

联合组 60 例。利培酮组患者性别：男 23 例，女 37
例；年龄：20~64 岁，平均（33.4±2.5）岁；病程：4
个月 ~14 年，平均（7.9±3.5）年；其中青春型、未定

型、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分别为 11 例、24 例、25 例。

联合组患者性别：男 20 例，女 40 例；年龄：21~63 岁，

平均（34.1±1.7）岁；病程：3 个月 ~15 年，平均（8.0
±1.6）年；其中青春型、未定型、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分别为 10 例、24 例、26 例。对二组入选者一般资

料行统计学分析，差异无显著性（P>0.05）。

入选标准：①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

标准第 3 版》（CCMD-3）精神分裂症后抑郁临床诊

断标准［2］；②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17 项版本（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1988 年）评分≥ 18 分；③

参加研究前均未接受任何抗抑郁药物或措施治疗；④

治疗期间相关临床资料均有效，且保存完整；⑤自愿

参与本次研究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对研究药物利培酮过敏；②存在严

重循环系统、不稳定神经系统等疾病；③存在对疾病

治疗效果评估产生影响的疾病；④处于妊娠或哺乳期

女性；⑤存在药物依赖、酒精中毒。

1.2　方法

入 选 病 患 均 接 受 利 培 酮 片 （ 国 药 准 字 ：

H20041808）治疗。患者第一次口服药物剂量为

1～1.5mg/d，根据病情可逐渐加量至最大剂量 6mg/d。

在用药治疗过程中，医护人员同时注重与患者进行语

言沟通和情感交流，给予患者更多鼓励，同时引导患

者更多的关注外界，使其负向心理得到有效缓解。

联合组在接受上述治疗的同时配合个案管理干

预。①组建管理小组。由精神科医师及医护人员、

心理咨询师等组成个案管理小组，并对小组成员进

行专业培训，使其掌握精神分裂症后抑郁患者病情

进展特点及治疗、干预措施等；②综合评估：对患者

身体、精神状态以及家庭情况等进行全面评估，根

据实际情况制定个案管理计划，然后从生理、心理

以及职业、社会几个层面对患者行个案管理干预；③

生理康复干预：指导患者进行自我症状监控、自我处

置技能训练，通过短信、电话提醒等指导和监护患

者进行生理康复锻炼；④心理康复干预：心理咨询师

选用集体、个人心理疏导、治疗方式对患者实施心

理疏导，指导患者通过合理方式缓解抑郁情绪，鼓

励患者定期到心理康复中心接受专家指导；⑤职业及

社会康复干预：住院阶段，康复医护人员通过定期组

织康复技能、健康指南辅导，同时组织患者加强人

际交往技能训练；⑥评估干预效果：小组每月召开 1
次讨论会，对管理干预中存在的问题、难度进行充

分讨论，并提出解决措施，不断完善患者的个案管

理方案。两组干预时长均为 4 周。

1.3　观察指标及效果评估

①于治疗前、治疗后第 4 周选用 HAMD 量表［3］

评估患者抑郁改善效果，评分越低避免抑郁程度

越轻；②选用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WCST）对患者认知功能进行评

估，内容主要为总测验次数、持续错误数、随机错

误数，次数越高表明认知功能越低，反之则表明认

知功能越高；③选用生活质量量表（Quality Of Life，

QOL-100）对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效果进行评估，共包

含生理、心理、环境、社会 4 个维度，各维度分数

皆为 0~100，得分越多表示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以 SPSS19.0 版本统计软件为工具对研究数据行

统计分析；分别使用“（x±s）”、“（n，％）”表示计量、

计数资料，治疗前及组间相关对比分别行 t 检验、

χ2 检验，对比差异存在显著性均以 P<0.05 表示。

2　结果

2.1　两组认知功能改善效果对比

治疗前，2 组在总测验次数、持续错误数、随

机错误数比较上均无显著差异（P>0.05）。经治疗，

两组 WCST 评分均改善，且联合组总测验次数，持

续错误术、随机错误次数均少于利培酮组（P<0.05），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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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抑郁情绪、症状改善效果对比

二组在治疗前 HAMD、PANSS 评分对比皆无显

著差异（P>0.05）；两组治疗后上述量表评分均降低，

且联合组在治疗后第 4 周的 HAMD、PANSS 评分均

显著低于利培酮组（P<0.05），见表 2。

2.3　两组生活质量提高效果对比

两组治疗前 QOL-100 评分对比差异无显著性

（P>0.05）；治疗后两组 QOL-100 评分均升高，且联

合组治疗后各维度评分均高于利培酮组（P<0.05），

见表 3。
表2　两组治疗前、后HAMD评分对比情况（x±s，分）

组别 n
PANSS评分 HAMD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利培酮组 60 81.23±11.63 47.73±6.83 18.32±6.83 11.95±4.31

联合组 60 81.42±10.53 40.71±6.28 18.52±6.74 6.43±1.37

t - 0.074 4.664 0.128 7.524

P - 0.500 0.001 0.500 0.001

表1　两组WCST评估效果对比（x±s，次）

组别 n

WCST评估

总测验次数 持续错误数 随机错误数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利培酮组 60 79.54±10.53 61.75±11.64 42.53±8.57 24.64±6.12 38.64±5.32 19.83±2.10

联合组 60 78.74±10.58 45.74±10.63 43.28±8.84 15.14±2.43 39.27±5.27 15.13±1.74

t值 - 0.415 5.636 0.471 18.531 0.651 7.746

P值 - 0.683 0.010 0.634 0.000 0.550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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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组治疗前、后QOL-100评分情况（x±s，分）

组别 时间 生理功能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环境领域

利培酮组（n=60）
治疗前 37.56±5.29 57.23±10.10 29.31±5.05 48.02±6.67

治疗后 40.21±6.10 62.08±10.61 37.21±6.32 53.43±7.06

联合组（n=60）
治疗前 38.40±4.19 58.59±9.45 30.30±5.15 47.63±7.69

治疗后 57.19±8.63 68.39±11.72 48.64±7.91 66.82±7.78

t1，P1 - 0.767，0.500 0.606，0.500 0.846，0.500 0.236，0.500

t2，P2 - 9.904，0.001 2.460，0.010 6.959，0.001 8.109，0.001

注：t1、P1为治疗前组间对比，t2、P2为治疗后组间对比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时间长，病情易复发，存

在较高的致残率，在治疗过程中多数患者均存在抑

郁情绪。据数据统计，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有

32％左右患者均同时伴有较为严重的抑郁症状［4］。

研究结果表明，单纯使用药物治疗精神分裂症后抑

郁患者，在认知功能及生活质量改善方面效果不佳。

本研究选用利培酮联合个案管理干预模式对精

神分裂症后抑郁患者进行治疗后，患者在认知功能

及生活质量提高方面均取得较理想效果。已有研究

表明中枢多巴胺功能亢进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生及病

情的进展存在密切关系［5，6］。利培酮为一种具有较高

选择性的 5- 羟色胺 2/ 多巴胺 D2 受体平衡拮抗剂，

能够有效阻断 5- 羟色胺 2 及巴胺 D2 受体，因此可

促进前额皮质腹内侧的单胺释放得到有效增加，进

而发挥抗抑郁功效［7-9］。但单用该种药物对精神分裂

症后抑郁患者进行治疗时，无法使患者认知功能得

到有效提高，且可引发头痛、焦虑、失眠等不良反

应［10］。因此，对该类患者实施利培酮治疗时配合有

效干预对总体效果的提高极为重要。

本研究在维持利培酮治疗基础上同时对精神分

裂症后抑郁患者实施个案管理干预。本研究中，联

合组患者接受案管理干预后，该组患者认知功能、

生活质量均得到显著提高。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

该干预模式能够促使个性化干预从院内延伸至院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