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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佐匹克隆片联合奥氮平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睡眠的影响

徐再锋 1 、 张　芬 2 、 陈　琴 1 、 张昌勇 1 

【摘要】目的　探讨右佐匹克隆片联合奥氮平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睡眠的影响。方法　选取于笔者

医院就诊的有睡眠障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60 例为患者组，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联合组和单药组，

各 �0 例。单药组给予右佐匹克隆片 �mg/d，睡前 �0min 服用，联合组在次基础上给予奥氮平 2.�mg/d，

睡前 �0min 服用。连续服用 4 周。观察患者治疗前和治疗 4 周后多导睡眠图（PSG）监测描记结果，

并与 60 名健康自愿者进行对比。结果　患者组睡眠总时间、REM 睡眠时间、S2 时间及 SWS 时间均

短于正常组，觉醒时间、S1 时间均长于正常组（P< 0.0�）；治疗后两组睡眠总时间、REM 睡眠时间、

S2 时间及 SWS 时间均增长，联合组增长程度高于单药组，两组觉醒时间、S2 时间均缩短，联合组

缩短程度高于单药组（P< 0.0�）；联合组总有效率高于单药组（P< 0.0�）；联合组体重增加率高于单药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结论　右佐匹克隆片联合奥氮平治疗精神分裂症效果显著，能

增加患者睡眠总时间，改善睡眠质量，且安全性较高，值得临床作进一步推广。

【关键词】精神分裂症；右佐匹克隆片；奥氮平；睡眠

【中图分类号】R74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19）01-0119-04

Effect of Eszopiclone combined with Olanzapine on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of sleep 
　　XU Zaifeng，ZHANG Fen，CHEN Qin，et al. The mental health center of Wuhan City，Wuhan 430012，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Eszopiclone combined with Olanzapine on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of sleep.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were selected in author’ hospitals and were ran-

domly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Eszopiclone（3mg/d，take it 30 minutes before bed），Olanzapine（2.5mg/d，take it 30 minutes before bed）was added 

to thos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each group received the treatment respectively for 4 weeks as a course. The results 

of monitoring and mapping of polysomnography（PSG）were observed before treatment and after treatment for 4 weeks 

and compared with 60 healthy volunteers. Results　Total sleep duration，REM sleep time，S2 time and SWS time of 

patients group was shorter than the normal group，wake time，S1 time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e normal group

（P<0.05）. After treatment，the total time of sleep，REM，S2 and SWS of two groups were all increased，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ncreased more than the control group，two groups of arousal time and S2 time were shortened，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hor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

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weight gain rate of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s　Eszopiclone combined with Olanzapine shows significant therapeutic 

efficacy for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which can increase the total time of sleep，improve the quality of sleep，and 

high safety，it’s worth for further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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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患者大多数存在睡眠障碍，其首发

症状常是睡眠障碍［1］。临床研究发现，长期使用镇

静催眠药物容易使患者产生依赖、成瘾、停药后反

跳等现象［2］。右佐匹克隆片属于环吡啶酮类镇静催

眠药物，可以缩短入睡潜伏期和延长慢波睡眠时间

百分比。奥氮平是一种新型的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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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应用提示对精神分裂症治疗显著，且有增加睡

眠的作用［3］。因此，本研究探讨右佐匹克隆片联合

奥氮平治疗精神分裂症的睡眠障碍的疗效和安全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 年 1 月 ~2016 年 12 月于笔者医院就

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60 例为患者组，按照随机数

字表法分为联合组和单药组，各 30 例。纳入标准：

（1）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3 版

（CCMD-3）的精神分裂症中非器质性失眠症诊断标

准［4］：①入睡困难，或难以持续性睡眠，或睡眠质量

差，②睡眠紊乱每周至少 3 次以上并持续一个月以

上，③日夜专注失眠状态，过分担心失眠影响，④

睡眠时间和 / 或质量不满意引起明显的消极情绪或

影响社会及职业功能，均为首次发病，未接受过睡

眠药物治疗；（2）处于急性期入院登记者，未服用

任何抗精神病药物；（3）年龄均 >18 岁，均为汉族，

患者或家属均在知情下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

（1）对右佐匹克隆片、奥氮平等药物过敏者；（2）

合并其他精神疾病者，合并严重心肺功能等障碍者，

或伴有中枢神经系统病变；（3）有严重自杀倾向者，

计划妊娠或妊娠期、哺乳期妇女，用药期间出现严

重并发症者。联合组：男性 18 例，女性 12 例，年

龄 20~47 岁，平均（27.41±6.48）岁，病程 1~11 个

月，平均（7.25±4.56）个月，PANSS 评分 78~92 分，

平均（84.26±8.59）分，受教育年限 9~17 年，平均

（12.36±4.68）年；单药组：男性 16 例，女性 14 例，

年龄 19~44 岁，平均（28.26±7.21）岁，病程 1~13
个月，平均（7.98±4.16）个月，PANSS 评分 80~90
分，平均（83.47±9.14）分，受教育年限 10~15 年，

平均（13.87±45.15）年。本研究通过本院伦理委员

审核批准。两组患者病情、受教育年限、PANSS 评

分等临床资料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正常组：均来自笔者医院的职工和进修生，共

60 名，男性 37 例，女性 23 例，年龄 20~43 岁，平

均（29.47±7.26）岁，入组时均身心健康，无乙醇或

药物滥用史，无精神病家族史，无任何精神障碍和

智能缺陷。

经检验，患者组和对照组间的年龄、身高、体

重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1.2.1　治疗方法　两组均给予 10~15mg 的阿立

哌唑，口服，一天一次（国药准字：H20061304）基

础治疗。（1）单药组：给予右佐匹克隆片，3mg/d，

睡前 30min 前服用，连续服用 4 周。（2）联合组：在

单药组基础上加用奥氮平，2.5mg/d，睡前 30min 服

用，连续治疗 4 周。治疗期间均不合并应用其他镇

静催眠药物。

1 .2 .2　 P S G 检 查 方 法 　 仪 器 为 美 国 生 产 的

AmblagaTM-60 导多导睡眠监测系统。监测前要求：

所有受试者监测当天按照平时的生活习惯从事白天

的活动，确保白天不能睡觉，监测前需洗净面部和

耳后的皮肤，不使用任何护肤品或发胶。实验室温

度保持在 20~25℃，且保持安静。第一夜让所有受

试者适应实验室环境，第二夜正式记录 PSG，时间

为晚上 21：00 开始至次日早晨 7：00 结束。监测记录

完成后所有患者接受药物治疗，治疗 4 周后再次进

行 PSG 描记。睡眠分期标准符合美国 Rechtschaffen-

Kales 制定的《人类睡眠阶段标准化术语、技术及划

分系统手册》，统计总睡眠时间、睡眠潜伏期、睡眠

效率、觉醒时间、REM 睡眠潜伏期、REM 睡眠时间、

NREM 睡眠和慢波睡眠（SWS）。

1.�　疗效判断［�］

治愈：临床症状消失，PANSS 分值降低率在

75％以上，显效：临床症状基本消失，PANSS 分值

降低率在 50.0％~75.0％间，有效：临床症状有改善，

PANSS 分值降低率在 25. ％~49.0％间，无效：未达

到上述标准。观察记录患者服药期间不良反应发生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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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G 的结果比较

患者组睡眠总时间、REM 睡眠时间、S2 时间及

SWS 时间均短于正常组，觉醒时间、S1 时间均长于

正常组（P<0.05），见表 1。

2.2　两组治疗前后 PSG 的结果比较

治疗前两组 PSG 各项指标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两组睡眠总时间、REM 睡眠时间、

S2 时间及 SWS 时间均增长，联合组增长程度高于单

药组，两组觉醒时间、S2 时间均缩短，联合组缩短

程度高于单药组（P<0.05），见表 2。

2.�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联合组总有效率高于单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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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P<0.05），见表 3。
表1　两组PSG的结果比较（x±s，min）

睡眠参数 患者组（n=60） 正常组（n=60） t P

睡眠总时间 342.47±86.59 450.72±24.69 9.312 <0.05

睡眠潜伏期 38.74±25.69 37.98±20.64 0.179 >0.05

觉醒时间 139.95±24.86 17.21±5.37 37.382 <0.05

REM睡眠时间 72.62±40.83 111.03±13.50 6.919 <0.05

REM潜伏期 150.21±120.55 97.82±28.47 3.276 <0.05

S1 42.80±30.64 22.42±7.24 5.014 <0.05

S2 175.32±70.55 229.85±16.74 5.825 <0.05

SWS（S3+S4） 36.15±40.64 99.86±6.85 11.974 <0.05

表2　两组治疗前后PSG的结果比较（x±s，min）

组别
联合组（n=30） 单药组（n=30）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睡眠总时间 337.65±96.84 398.75±61.58a 351.25±84.26 373.26±24.31a

睡眠潜伏期 40.53±27.68 39.75±20.63 37.12±29.14 38.16±23.54

觉醒时间 132.58±89.47 62.47±42.63a 143.56±84.26a 81.36±36.47a

REM睡眠时间 75.85±36.74 97.26±20.59a 67.26±42.56 80.14±21.45a

REM潜伏期 156.89±118.32 120.32±59.42 147.26±130.58 132.47±50.22

S1 48.65±30.47 29.69±20.41a 40.32±34.26 36.21±12.58a

S2 161.58±64.58 203.31±20.86a 179.32±75.21 189.32±14.65a

SWS（S3+S4） 32.47±30.56 68.92±32.15a 38.69±36.78 51.26±27.14a

注：组内与治疗前比较，aP<0.05；组内比较，bP<0.05。

表3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n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联合组 30 8 11 9 2 28（93.33）

单药组 30 3 9 10 8 22（73.33）

χ2 4.320

P <0.05

2.4　两组不良反应情况比较

两组乏力、头晕、口苦不良反应率无统计学意

义（P>0.05），联合组体重增加率高于单药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表4　两组不良反应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 乏力 体重增加 头晕 口苦

联合组 30 7 10 6 7

单药组 30 5 0 8 10

χ2 0.418 12.000 0.373 0.739

P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睡眠障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极其常见的临床症

状，虽然不是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症状，却影响疾病

的诊断、治疗、预后等。正常睡眠由 REM 和非快速

眼动相（NREM）组成。本研究 PSG 结果显示，精神

分裂症患者睡眠总时间、REM 睡眠时间、S2 时间及

SWS 时间减少，觉醒时间、S1 时间延长，提示精神

分裂症患者存在睡眠结构紊乱、睡眠连续性受损及

睡眠时间减少。采用标本兼治模式对精神分裂症患

者非常有临床意义，既能抗精神病治疗，又能改善

睡眠。

睡眠障碍采用苯二氮艹
卓类药物治疗是快捷有效，

但研究表明，用药后白天出现宿醉现象、记忆损伤、

认知功能损伤等并发症发生，不利于患者疾病恢

复［6］。右佐匹克隆片为γ- 氨基丁酸受体激动剂，达

峰时间及活性成分的半衰期较短，具有服用剂量低、

起效快、宿醉效应低等特点。有研究显示，右佐匹

克隆片能成功替换苯二氮艹
卓类药，具有镇静、抗焦

虑、肌肉松弛，可以减少患者的入睡时间，提高睡

眠效率，改善睡眠质量［7］。本研究结果显示，经过 4
周右佐匹克隆片治疗，患者总睡眠时间、SWS 睡眠

时间增多，睡眠效率提高，觉醒时间及 S1 时间减少，

则提示右佐匹克隆片能通过缩短入睡时间、觉醒时

间，延长整夜的总睡眠时间，从而改善患者的睡眠

质量。联合组 PSG 各项指标改善情况明显由于单药

组，可能因为单用右佐匹克隆片无法改善患者抑郁、

焦虑等精神症状。奥氮平可与 5-HT 受体和多巴胺

D2 受体都有高亲和力，能与肾上腺素受体、H1- 组

胺能受体和α2- 肾上腺能受体结合，而能减少椎体

外系副反应的发生，具有温和的镇静作用，从而达

到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阴性和阳性症状，改善睡

眠质量，达到治疗目的。有研究显示，奥氮平可能

有保护正常的睡眠结构和延长 SWS 的作用，故对精

神分裂症治疗有重要意义［8，9］。而联合组总有效高于

单药组，可能因为右佐匹克隆片与奥氮平治疗对上

调 5-HT 水平，增强 5-HT 活性方面具有协同作用，

增强治疗效果，说明两者联合治疗可以明显改善精

神分裂症患者阴性和阳性症状，改善睡眠质量，优

于单独使用右佐匹克隆片。此外，本研究中两组患

者均出现轻微的不良反应，患者均能接受，可坚持

服药治疗。有研究显示，使用右佐匹克隆片联合奥

氮平治疗失眠不但可以逐渐替代苯二氮艹
卓类药物，

且长期应用无耐药性、成瘾性、安全性高，利于提

高患者治疗依从性［10］。

综上所述，右佐匹克隆片联合奥氮平治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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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症效果显著，能增加患者睡眠总时间，改善睡

眠质量，且安全性较高，值得临床作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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