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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盐酸哌罗匹隆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疗效观察及对认知
功能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张莉琳 1 、 谭成万 2 、 陈　华 1 、 黄自州 1

【摘要】 目的　探讨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盐酸哌罗匹隆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疗效及对患者认知功

能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94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按照随机表法分为观察组 4� 例与对照组 4� 例。

对照组采用盐酸哌罗匹隆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结合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两组疗程均为

12 周。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9.�6％）高于对照组（�0.21％）（P< 0.0�）；观察组治疗后 PANSS 评

分低于对照组（t = 21.��9，P< 0.0�）；观察组治疗后 LOCAT 评分低于对照组（t = 21.�0�，P< 0.0�）；

观察组治疗后动力和精力、心理社会、症状和不良反应评分低于对照组（t = �.4��、�.946、�.44�，

P< 0.0�）；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 0.0�）。结论　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盐酸哌罗

匹隆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疗效显著，可明显改善患者认知功能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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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combined with perospirone hydrochloride in 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and its clinical effect on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ZHANG Lilin，
TAN Chengwan，CHEN Hua，et al.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Special care hospital of Hubei Prefecture of Enshi Prov-
ince，Enshi 445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combined with pero-

spirone hydrochloride in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c patients：and the influence on the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table method 94 schizophrenic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

vation group (47 cases) and control group (47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using perospirone hydrochloride treatment，the 

observation group in the control group based on the combined treatment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he 

two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12 week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89.36％）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70.21％）（P<0.05）. the PANSS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t=21.739，P<0.05）；the LOCAT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t=21.708，

P<0.05）；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he treatment of power and energy，social，psychological symptoms and adverse 

reactions were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t=8.455，5.946，5.447，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

tion combined with perospirone hydrochloride in 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ith obvious curative effect，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Key words】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Perospirone hydrochloride；Schizophrenia；Curative 

effect；Cognitive function；Quality of life

精神分裂症是精神疾病中危害最大且最严重的

一类疾病，造成严重经济和社会负担，近年来其发

病率呈不断上升趋势，使患者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影

响［1］。精神分裂症具体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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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治疗以药物为主，但通常抗精神病药物起效缓

慢，且给予大剂量时可能引起多种副作用［2-3］。重复

重复经颅磁刺激是一种安全性高、无痛及无创的物

理治疗和新的神经调节技术，该方法主要是利用颅

外磁场变化产生颅内脉冲磁场，导致在皮层表层神

经组织产生感应电流，且会导致神经元细胞的抑制

性或兴奋性活动［4］。本文研究旨在探讨重复经颅磁刺

激联合盐酸哌罗匹隆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疗效及对

患者认知功能和生活质量影响。见下文相关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 2015 年 10 月 ~2017 年 12 月我院接受诊治

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94 例，依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

与诊断标准》［5］中相关诊断标准。按照随机表法分为

观察组 47 例与对照组 47 例。观察组中，男 27 例、

女 20 例，年龄 22~58 岁、平均（38.79±4.36）岁，

病程 3~19 个月、平均（10.34±2.15）个月；对照组

中，男 28 例、女 19 例，患者年龄 21~54 岁、平均

（37.69±4.15）岁，病程 4~17 个月、平均（9.83±

1.98）个月。两组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均为首发，年龄≥ 24 岁；（2）

阴性与阳性症状量表（PANSS）总分≥ 60 分；（3）签

订知情同意书者。

排除标准：（1）合并精神发育迟滞、心境障碍

者；（2）有药物和酒精依赖史者；（3）合并肺、肾、

肝功能严重异常者；（4）妊娠或哺乳期妇女；（5）近

3 个月服用影响精神分裂症药物者。

1.�　方法

对 照 组 ：口 服 盐 酸 哌 罗 匹 隆 （ 国 药 准 字

H20080217）12 mg/d，最大剂量 40 mg/d，每日 1 次。

观察组：口服盐酸哌罗匹隆（国药准字 H20080217）

12 mg/d，最大剂量 40 mg/d，每日 1 次；结合重复经

颅刺激治疗，具体方法：应用 8 字形线圈，选择患者

左侧前荷叶背外侧的皮质为治疗位置，调节刺激强

度为 80％的运动阈值，每次 1200 个脉冲，持续刺激

每次 20 min，刺激频率 5 Hz，短阵刺激 200 ms，1 串

刺激含 10 个短阵刺激，并且刺激串间的间隔为 8 s，

400 个短阵刺激。两组疗程均为 12 周。

1.4　疗效判定标准［6］

以 PANSS 评分评价疗效。（1）临床控制：PANSS

减分率≥ 80％；（2）显效：PANSS 减分率≥ 50％

~<80％；（3）有效：PANSS 减分率≥ 30％~<50％；

（4）无效：PANSS 减分率 <30％。总有效率 =（临床

控制例数 + 显效例数 + 有效例数）/ 总例数 ×100％。

1.�　观察指标

（1）观察两组治疗前后 PANSS 评分变化，包括

30 项，总分 100 分，评分越高精神症状越好；（2）

观察两组治疗前后认知功能改善情况，采用认知功

能评定量表（LOCAT）评价，LOCAT 评分越高说明

认知功能越好；（3）观察两组治疗前后生活质量改

善情况，采用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质量量表（SQLS），

包括动力和精力、心理社会、症状和不良反应 3 个

维度，每个维度 100 分，评分越低生活质量越好；

（4）观察两组不良反应情况。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 SPSS22.0 处理，对于计数资料，检

验方法为 χ2 检验，百分率表示；其中对于计量资料，

检验方法为 t 检验，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具

有统计学意义以 P<0.05 表示。

2　结果

2.1　两组疗效比较

见表 1。观察组总有效率（89.36％）高于对照组

（70.21％）（P<0.05）。
表1　两组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临床控制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47 8 22 12 5 42（89.36）

对照组 47 4 16 13 14 33（70.21）

χ2 - - - - - 5.343

P - - - - - <0.05

2.2　两组治疗前后 PANSS 评分比较

见表 2。两组治疗后 PANSS 评分降低（P<0.05）；

观察组治疗后 PANSS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
表2　两组治疗前后PANS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PANSS评分

观察组 治疗前 47 69.83±5.42

治疗后 47 32.08±3.45*△

对照组 治疗前 47 70.18±5.16

治疗后 47 49.71±4.37*

注 ：*和△表 示 与 同 组 治 疗 前 和 对 照 组 治 疗 后 比 较 ，

P<0.05。

2.�　两组治疗前后 LOCAT 评分比较

见表 3。两组治疗前 LOCAT 评分比较无统计学差

异（P>0.05）；两组治疗后 LOCAT 评分降低（P<0.05）；

观察组治疗后 LOCAT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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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治疗前后LOCAT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PANSS评分

观察组 治疗前 47 69.83±5.35

治疗后 47 32.08±3.45*△

对照组 治疗前 47 70.18±5.21

治疗后 47 49.71±4.37*

注 ：*和△表 示 与 同 组 治 疗 前 和 对 照 组 治 疗 后 比 较 ，

P<0.05。

2.4　两组治疗前后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见表 4。两组治疗后动力和精力、心理社会、症

状和不良反应评分降低（P<0.05）；观察组治疗后动

力和精力、心理社会、症状和不良反应评分低于对

照组（P<0.05）。
表4　两组治疗前后生活质量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动力和精力 心理社会 症状和不良反应

观察组 治疗前 47 37.52±3.42 26.28±2.10 19.34±1.35

治疗后 47 30.19±2.13*△ 21.17±1.76*△ 14.87±1.18*△

对照组 治疗前 47 37.18±3.27 25.79±2.07 18.97±1.43

治疗后 47 34.25±2.51* 23.41±1.89* 16.23±1.24*

注 ：*和△表 示 与 同 组 治 疗 前 和 对 照 组 治 疗 后 比 较 ，

P<0.05。

2.�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观察组治疗期间出现口干 2 例、失眠 2 例、头

晕 3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4.89％；对照组治疗期

间出现口干 1 例、失眠 2 例、头晕 2 例，不良反应发

生率为 10.64％。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无统计学

差异（P>0.05）。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临床表现主要为情感、思维和行为

等方面障碍。现代医学认为精神分裂症发生主要与

前额叶皮质功能紊乱关系紧密。传统治疗主要为药

物治疗，但其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故而，需寻找新

的治疗手段。重复经颅磁刺激是电生理治疗技术，

主要通过磁信号穿透颅骨而刺激患者大脑内的神经

和周围的肌肉神经，辅助精神分裂症方法［7］。重复经

颅磁刺激作为无损伤无痛的一种皮层刺激方法，具

有操作简便和安全可靠有点。此外，重复经颅磁刺

激可通过对大脑皮层的特定部位重复刺激而增加其

兴奋性，从而发挥皮质功能重建作用，进一步实现

治疗精神分裂症的目的［8-9］。近年来，重复经颅磁刺

激作为重要的一种非药物治疗手段，于精神分裂症

方面被广泛应用［10］。盐酸哌罗匹隆是新型的一种非

典型抗精神病药物，药理研究表明其主要通过对 D2

和 5-HT2A 的拮抗作用和对 5-HT1A 的部分激动作用，

共同发挥抗精神病作用，加之具有独特的药理特性

和作用机制，可同时拮抗 D2 和部分激动 5-HT1A 的药

物，并且对中枢 5-HT2A 和 D2 的阻断作用强，以及阻

断 5-HT2A 受体能够改善患者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

同时还能够减少由抗精神病药物性药物治疗造成的

椎体外系反应［11］。本文研究表明，观察组总有效率

高于对照组，说明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盐酸哌罗匹

隆可提高疗效；观察组治疗后 PANSS 评分低于对照

组，说明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盐酸哌罗匹隆可改善

患者精神症状；观察组治疗后动力和精力、心理社会、

症状和不良反应评分低于对照组，说明重复经颅磁

刺激联合盐酸哌罗匹隆可改善患者生活质量。认知

功能损害是精神分裂症核心症状，随着病程的进展

期严重程度不断增加。认知损害与疾病的社会功能

和预后恢复具有重要关系，故而对精神分裂症认知

功能治疗成为研究的重点［12］。本文研究表明，观察

组治疗后 LOCAT 评分低于对照组，说明重复经颅磁

刺激联合盐酸哌罗匹隆可明显改善患者认知功能。

综上所述，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盐酸哌罗匹隆

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疗效显著，可明显改善患者认

知功能和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研究意义。但本文研

究相对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纳入研究对象相对较

少，观察疗程相对较少，因此还需在后续中增加纳

入研究对象及延长观察疗程，进一步深入研究，提

供可靠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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羟色胺受体、胆碱能受体结合，对改善精神分裂症

患者的个性改变及思维、情感、行为分裂症状；后

者由美国辉瑞公司研制开发，属于苯并噻唑基哌嗪

类药物，其化学结构不同于奥氮平，对多巴胺受体

与 5- 羟色胺受体的亲和力远高于奥氮平，可以同时

减轻精神分裂症阴性与阳性症状。王有斌［6］、王晓

良［7］、邓旭瑶［8］等研究均指出齐拉西酮与奥氮平在

治疗精神分裂症方面均具有确切疗效，二者无明显

差异。本研究发现，齐拉西酮与奥氮平治疗女性精

神分裂症患者疗效相当，与以上研究结果基本相符。

随着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的广泛使用，越来越

多的研究发现，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在改善精神分

裂症状同时，也可增加患者糖脂代谢紊乱风险，对

患者躯体安全造成威胁。有研究指出，血糖、血脂

异常是奥氮平的主要副作用，可增加精神分裂症患

者糖尿病、肥胖、高脂血症等风险，导致心血管事

件显著上升［9］。本研究显示，奥氮平组治疗 6 周后

FBG、HOMA-IR、TC、TG、LDL-C 较治疗前显著

提高，证实奥氮平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血糖血脂具有

较大影响。可能由于人脑内 5- 羟色胺作为一种神经

递质，具有抑制胃肠功能、增加饱腹感等作用，而

奥氮平通过拮抗 5- 羟色胺受体产生作用，导致精神

分裂症患者食欲增加，摄食次数增多，引起内分泌

代谢改变。齐拉西酮虽然也可拮抗 5- 羟色胺受体，

但具有一定 5- 羟色胺回吸收性能，对精神分裂症

患者血脂血糖代谢影响小。本研究显示，齐拉西酮

组治疗 6 周后 FBG、HOMA-IR、TC、TG、LDL-C、

HDL-C 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BG、

HOMA-IR、TC、TG、LDL-C 显著低于奥氮平组，

证实齐拉西酮具有较低内分泌代谢异常风险，该方

面优于奥氮平。

综上，齐拉西酮与奥氮平治疗女性精神分裂症

疗效相当，但相较于奥氮平，齐拉西酮有利于患者

血糖、血脂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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