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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单药方案对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症状控制效果及不良反应的影响

李易俗 1 、 马　敬 2 、 王帮路 1 、 赵丽娟 1 

【摘要】目的　探讨齐拉西酮与帕利哌酮单药应用对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症状控制效果及不良反

应的影响。方法　研究对象选取我院 2014 年 � 月 ~2016 年 � 月收治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共 110 例，

以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A 组（�� 例）和 B 组（�� 例），分别给予帕利哌酮和齐拉西酮单药治疗；比较两

组患者近期治疗总有效率，治疗前后阳性症状评分、阴性症状评分、精神病理评分、PANSS 总分、

PRL 水平，体质量及毒副作用发生率。结果　两组患者近期治疗总有效率，治疗后阳性症状评分、

阴性症状评分、精神病理评分及 PANSS 总分组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 0.0�）；B 组患者治疗后 PRL

水平显著低于 A 组（P< 0.0�）；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体质量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 0.0�）；B 组患者治疗

后 PRL 水平显著低于 A 组（P< 0.0�）；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体质量和毒副作用发生率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P> 0.0�）。结论　齐拉西酮与帕利哌酮单药应用治疗女性精神分裂症具有相近疗效和安全性，但

齐拉西酮单药应用有助于稳定 PRL 水平，避免高 PRL 血症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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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ziprasidone and paliperidone application on PANSS scores，PRL and body weight of femal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LI Yisu，MA Jing，WANG Banglu，et al. Psychiatric Department，Mental Health 
Services of Jiyuan City，Henan Province，Jiyuan 459009，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ziprasidone and paliperidone application on PANSS scores，

PRL and body weight of femal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Methods　110 femal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 were cho-

sen in the period from June 2013 to June 2015 in our hospital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both group including A group（55 

patients）with ziprasidone and B group（55 patients）with paliperidone；and the clinical efficacy，the PANSS score，

PRL levels and body weight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nd adverse effects incidence of both groups were compared. Re-
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clinical effects and the PANSS scores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2 groups

（P>0.05）. The PRL levels after treatment of A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efore treatment（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RL levels of B group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body weight between 2 groups（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adverse 

effects incidence between 2 groups（P>0.05）. Conclusion　Ziprasidone and paliperidone applic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femal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possess the same clinical effects and safety；but compared with paliperidone appli-

cation，Ziprasidone applic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femal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can efficiently avoid the impact on 

the PRL levels of patients and reduce the risk of high serum P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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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病患者以思维障碍为主要临床表现，

且存在长期反复、致残率高等问题，给患者日常工

作生活带来极大困扰［1］。目前临床对于女性精神分

裂症多采用抗精神类药物治疗，其中以帕利哌酮与

齐拉西酮为代表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应用最为广

泛［2］，但两者在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方面是否存在明

显尚存在一定争议。本文旨在探讨齐拉西酮与帕利

哌酮单药应用对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症状控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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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不良反应的差异，为临床治疗方案选择提供相应

循证依据，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研究对象选取我院 2014 年 7 月 ~2016 年 7 月收

治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共 110 例，以随机数字表法

分为 A 组和 B 组，每组各 55 例；A 组患者年龄 24~52
岁，平均年龄为（36.28±5.20）岁，病程 3~16 个月，

平均病程为（7.82±1.07）个月，起病年龄为 23~52
岁，平均年龄为（35.44±4.97）岁，平均复发次数

为（1.39±0.61）次，根据起病形式划分，急性 15
例，慢性 21 例，亚急性 19 例；B 组患者年龄 22~54
岁，平均年龄为（36.51±5.24）岁，病程 3~15 个月，

平均病程为（7.78±1.05）个月，起病年龄为 21~53
岁，平均年龄为（35.01±4.92）岁，平均复发次数为

（1.46±0.64）次，根据起病形式划分，急性 12 例，

慢性 23 例，亚急性 20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显著性（P>0.05）。

1.1.1　纳入标准　①符合《精神医学》精神分裂

症诊断标准［3］；②女性；③首发或利培酮停用超过 3
个月；④方案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且患者及家属

知情同意。

1.1.2　排除标准　①神经系统器质性疾病；②

酗酒或药物滥用；③高脂血症或肥胖；④心脑肝肾功

能障碍；⑤内分泌系统疾病；⑥妊娠哺乳期女性；⑦

临床资料不全。

1.2　治疗方法

A 组患者给予帕利哌酮（注册证号 H20110514，

规格 3mg）单药治疗，首剂量为 6mg/d，根据病情改

善情况 2 周内可酌情增量，最大剂量为 12mg/d；B

组患者给予齐拉西酮（注册证号 H20110461，规格

40mg）单药治疗，首剂量为 40 mg/d，根据病情改善

情况 2 周内可酌情增量，最大剂量为 160mg/d。两组

患者治疗时间均为 12 周。

1.�　观察指标

①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osi t ive  And 

Negative Symptom Scale，PANSS）量表对症状严重程

度进行评价［4］，包括阳性症状、阴性症状、精神病

理及总分；②采用放射免疫法对泌乳素（prolactin，

PRL）水平进行检测，检测仪器采用瑞士 Roche 公

司生产 Cobas C311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③体质

量；④采用 Simpson 锥体外系副反应量表（Simpson 

Extrapyramidal Side Reaction Scale，SEPS 量表）对毒

副作用进行评价，包括转氨酶上升、失眠、震颤、

静坐不能、眩晕及心动过速［4］。

1.4　疗效判定标准［�］

①显效，PANSS 评分减分率＞ 70％；②有效，

PANSS 评分减分率为 30~70％；③无效，PANSS 评分

减分率＜ 30％。

1.�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0.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其中计量资

料采用 t 检验，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计数资

料采用 χ2 检验，以百分比（％）表示；检验水准为

α=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近期治疗总有效率比较

两组患者近期治疗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近期治疗总有效率比较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A组 55 23 26 6 89.09

B组 55 26 24 5 90.91

与A组相比，※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症状严重程度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阳性症状评分、阴性症状评分、

精神病理评分及 PANSS 总分组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P>0.05），见表 2。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PRL 水平和体质量比较

B 组 患 者 治 疗 后 P R L 水 平 显 著 低 于 A 组

（P<0.05）；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体质量比较差异无显

著性（P>0.05），见表 3。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症状严重程度比较

组别 例数
阳性症状 阴性症状 精神病理 总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A组 55 28.46±3.84 45.26±6.28△ 11.92±2.90 25.71±4.35△ 10.76±1.54 48.88±7.20△ 0.99±0.13 1.65±0.36△

B组 55 28.09±3.77 45.79±6.34△ 11.80±2.85 26.05±4.43△ 10.84±1.59 49.24±7.28△ 1.02±0.15 1.72±0.39△

与A组比较，※P<0.05；与治疗前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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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PRL水平和体质量比较

组别 例数
PRL（mIU/L） 体质量（kg）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A组 55 242.33±75.14 405.95±154.32△ 63.73±5.32 64.29±5.53

B组 55 238.40±73.68 243.24±75.70※ 63.60±5.29 63.74±5.47

与A组相比，※P<0.05；与治疗前比较，△P<0.05。

2.4　两组患者毒副作用发生率比较

两组患者毒副作用发生率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P>0.05），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毒副作用发生率比较

组别 例数
肌张力
升高

转氨酶
升高

失眠 震颤
静坐
不能

眩晕
心动
过速

毒副作用 
发生率（％）

A组 55 3 1 2 1 2 0 0 16.36

B组 55 4 3 2 0 1 1 1 21.82

3　讨论

帕利哌酮和齐拉西酮是目前女性精神分裂症临

床常用治疗药物，其中帕利哌酮可同时对 D2/5-HT2A

受体进行阻滞，在拮抗中脑 - 边缘系统 D2 受体活性

和提高注意力同时，还能够通过阻断 5-HT2A 受体

功能增强自身操作记忆力和执行能力［5］；此外其对

于 5-HT1A 和 5-HT7 受体亲和效应还有助于促进神经

元修复，改善神经元可塑性及提高神经纤维传导活

性［6］。国外学者报道证实［7］，帕利哌酮能够激活前额

皮质 D1 受体，纠正认知功能障碍。而齐拉西酮则可

有效抑制 D2、5-HT2A，5-HT2C 及 5-HT1D 受体功能，

增强多巴胺 D3 受体活性效应，具有负面情绪和认知

功能障碍双效改善作用［8］。

本次研究结果中，两组患者近期治疗总有效

率，治疗后阳性症状评分、阴性症状评分、精神

病理评分及 PANSS 总分组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P>0.05），表明帕利哌酮和齐拉西酮单药治疗女

性精神分裂症具有相近症状改善和精神病理损伤减

轻效果。而 B 组患者治疗后 PRL 水平显著低于 A 组

（P<0.05）；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体质量比较差异无显

著性（P>0.05），提示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采用齐拉

西酮单用有助于保持 PRL 水平稳定，且未对体重产

生明显影响，价值优于帕利哌酮。帕利哌酮所具有

D2 受体抑制效应是影响机体 PRL 代谢进程主要机

制；同时其对于结节 - 漏斗区域直接刺激效应亦可导

致 PRL 分泌水平增加；而 PRL 水平异常升高能够进

一步诱导免疫炎性细胞因子合成，最终形成恶性循

环；故在帕利哌酮口服特别是大剂量应用过程中需密

切监测 PRL 水平［9］。而与帕利哌酮相比，齐拉西酮

因能够更加特异性阻断中脑 - 边缘系统和中脑 - 皮

质通路，且基本无漏斗 - 结节通路阻断效应，故对

于 PRL 水平影响较小［10］。而两组患者毒副作用发生

率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则证实两种抗精神

类药物单用治疗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毒副作用发

生率方面较为接近，且均未对用药产生影响，与以

往报道结论相一致［8］。

综上所述，齐拉西酮与帕利哌酮单药应用治疗

女性精神分裂症具有相近疗效和安全性，但齐拉西

酮单药应用有助于稳定 PRL 水平，避免高 PRL 血症

出现。鉴于本研究纳入样本量少、随访时间短及单

一中心等因素制约，所得结论仍有待更大规模随机

对照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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