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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精神病药物联合小剂量丙戊酸镁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的疗效观察及对
BDNF、GDNF水平的影响研究

尹延明 、 赵学利 、 周　桦 、 宋存衡

【摘要】目的　探讨分析抗精神病药物联合小剂量丙戊酸镁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的疗效以及对

BDNF、GDNF 水平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 年 � 月 ~2016 年 6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6�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对照组采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研究组采用抗精神病药物联合

小剂量丙戊酸镁治疗，对比观察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结果　通过不同的方法治疗后，研究组患者

的治疗有效率为 94.1％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P< 0.0�）；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MOAS 评分无明显

的差异（P> 0.0�），治疗后均得到降低，研究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中

BDNF、GDNF 水平没有明显的差异（P> 0.0�），治疗完成后，研究组患者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

结论　采用抗精神病药物联合小剂量丙戊酸镁治疗精神分裂症，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控

制攻击行为，提高血清中 BDNF、GDNF 的水平，值得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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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of antipsychotic drugs combined with small dose magnesium valproate in patients with schizo-
phrenia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levels of BDNF and GDNF　　YIN Yanming，ZHAO Xueli，ZHOU Hua，et al. 
Liaocheng fourth people's hospital psychiatric department，Liaocheng 252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antipsychotic drugs combined with low dose magnesium 

valproate in 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levels of BDNF and GDNF. Methods　During July 

2015 -2016 year in June in our hospital 68 cases schizophrenia patients，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study group，the control group using antipsychotic drug treatment，the study group using antipsychotics combined 

with small dose of magnesium valproate，compar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The results of treatment by differ-

ent methods after treatment，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the effective rate of 94.1％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73.5％（P<  0.05）；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treatment MOAS score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after treatment were reduced，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  

0.05）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treatment；serum BDNF and GDNF levels hav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P>  0.05），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reatment，patients in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Conclusion　Antipsychotics combined with small dose of magnesium valproate in 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the patients，control of aggressive behavior，improve the serum BDNF and 

GDNF levels，worthy of promotion and applica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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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临床上一种常见的慢性、易复发、

严重的精神障碍疾病，患者在发病后，身体的组织

或器官虽然不会出现明显的病变，但是却会对患者

的记忆力、注意力、心理品质、认知能力等造成影

响，降低患者的生活能力和社会功能 ［1］。随着当前

我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人们生活节奏明显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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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很多人会感到巨大的生活和工作压力，使得精

神分裂症的病发率不断的上升，给患者及其家属造

成了很大的痛苦 ［2］。本研究通过对精神分裂症患者

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治疗效

果以及对患者血清中 BDNF、GDNF 水平的影响，现

作如下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5 年 7 月 ~2016 年 6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精神分裂症患者 68 例，依据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

组和研究组，均为 34 例。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符

合精神分裂症临床诊断标准；阳性和阴性症状评分之

和大于 60 分；均知情同意本研究，并经过医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排除标准：患者存在心、肾、肝、胆、

肺等脏器疾病；存在恶性肿瘤；存在严重的躁动或兴

奋等情绪不稳，无法配合治疗。对照组男 19 例，女

15 例，年龄 19~56 岁，平均年龄为（28.2±2.3）岁，

病程 2~7 年，平均病程为（3.8±1.3）年；研究组男

18 例，女 16 例，年龄 20~55 岁，平均年龄为（27.9
±1.8）岁，病程 1~8 年，平均病程为（3.7±1.4）年，

两组患者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

所有患者在治疗前 2 周均停止使用所有抗精神

病的药物。对照组采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患者一

开始每日服用喹硫平（国药准字号：H20010117），最

初药量为 100mg/ 日，一周内可将药量增加到每日

400~700 mg/ 日（平均 540.27±112.27 mg/ 日），持续

服用 6 周［3］。

研究组采用抗精神病药物联合小剂量丙戊酸镁

治疗：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丙戊酸镁缓释片（国

药准字号：H20030537）治疗，患者一开始每日服

用 400mg，一周内可逐渐增加药量，但不能超过

600mg/ 日，持续服用 6 周［4］。

1.�　观察指标

对比观察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使用阳性和阴

性症状量表（PANSS）对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各阶

段的精神病理、阳性症状、阴性症状进行评分，以

总评分的减分率作为疗效判断标准。总评分的减分

率大于 75％为痊愈，总评分的减分率在 50％~74％

之间为显效，总评分的减分率在 25％~49％为有效，

总评分的减分率小于 25％为无效［5］。治疗有效率 =

痊愈率 + 显效率 + 有效率。

对比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攻击行为变化情

况。采用外显攻击行为量表（MOAS）对患者各阶段

的攻击行为进行评分，具体包括对自身攻击、对他

人攻击、对物体攻击、言语攻击等内容［6］。

对比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中脑源性神经

营养因子（BDNF）、胶质源性神经营养因子（GDNF）

水平的变化情况。分别在治疗前后使用非抗凝管采

取患者 5mL 清晨空腹状态下的静脉血，静置后以

3000r/min 的速度对血液进行 10 分钟的离心，分离血

清，使用试剂盒（由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生产）以及配套试剂（由美国 Merck Millipore 公司生

产）通过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技术对血清中的 BDNF、

GDNF 水平进行测定，每项至少测定两次，取平均值

作为最终结果［7］。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8.0 对数据进行统计，计数与计量资

料分别应用 χ2（％）以及 t 检测（x±s），P<0.05 为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治疗完成后，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治疗有效

率存在显著的差异（P<0.05），具体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对比（例，％）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有效率

对照组 34 6（17.6） 7（20.6） 12（35.3）9（26.5） 73.5％

研究组 34 10（29.4）15（44.1） 7（20.6） 2（5.9） 94.1％

χ2 / 6.231 5.395 7.3921 4.127 5.135

P / ＜0.05 ＜0.05 ＜0.05 ＜0.05 ＜0.05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MOAS 评分没有明显的差异

（P>0.05），治疗完成后均得到降低，研究组明显低

于对照组（P<0.05），具体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各阶段的MOAS评分对比

（分，x±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第2周 第4周 第6周

对照组 34 8.23±2.97 4.73±3.11 3.85±2.12 3.14±2.23

研究组 34 8.53±3.14 3.21±1.93 2.73±1.32 2.34±1.41

T / 3.215 11.165 12.172 12.472

P / ＞0.05 ＜0.05 ＜0.05 ＜0.05

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中 BDNF、GDNF 水平没有

明显的差异（P>0.05），治疗完成后，均得到降低，

研究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具体见表 3。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的病因非常繁杂，患者通常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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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思维、感知、情感、行为、意志等方面的

障碍 ［8］。临床上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主要是采用药物

进行治疗［9］。喹硫平与 5-HT2A 有的亲和力要明显大

于与多巴胺 D1 和多巴胺 D2 受体的亲和力，并且与肾

上腺素能α1 和组织胺受体也有着很强的亲和力，能

够有效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阴性和阳性症状［10］。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心理疾病，是由社会、心理、

生物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造成的，部分患者还会

存在一定程度的攻击行为 ［11］。单纯应用抗精神病药

物进行治疗，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患者的攻击

行为，但是效果并不理想。丙戊酸镁是一种常用的

对情绪进行稳定的药物，通过抑制γ- 氨基丁酸转移

酶，从而提高患者脑内γ- 氨基丁酸的分泌，帮助大

脑实现对不同因素引起的情绪进行对抗。小剂量的使

用丙戊酸镁不仅可以尽快的控制病情，帮助患者减少

一些潜在的危险，并且可以快速控制相关激越症状的

发生。喹硫平通过对患者中枢神经多巴胺 D2 受体以

及 5 羟色胺受体进行阻断，从而起到治疗作用，该药

物椎体外系统反应比较轻，不存在过度的镇静效果，

对心血管系统的不良反应较小。而丙戊酸镁的应用可

以实现对神经抑制的加强作用，也可以对增加脑部的

r 氨基丁酸的含量，从而引起神经肌肉的兴奋程度下

降，减轻兴奋症状，对于神经分裂症出现的冲动可以

进行控制。丙戊酸镁具有耐受性好，不良反应的发生

率低的特点，该药物与抗精神药物联合进行治疗，除

了可以明显增强药物对抗精神症状的作用，有效改善

精神分裂患者的阴性以及阳性症状，还可以减少患者

的不良反应，治疗依从性得到提高［12］。

本研究中，对照组采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研

究组采用抗精神病药物联合小剂量丙戊酸镁治疗，

通过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治疗完成后，研究组和

对照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分别为 94.1％、73.5％，

研究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前两组患者

的 MOAS 评分没有明显的差异（P>0.05），治疗完成

后均得到降低，研究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BDNF 和 GDNF 都是一种神经营养因子，可以有效促

进中枢神经及其周围其他神经系统内神经元的生长

和发育，减少系统内部神经元的死亡［13］。BDNF 能

够提高刺激细胞间修复以及细胞内抗氧化酶活性，

通过对神经元内基因的表达合理调节，进而减少神

经细胞的死亡。GDNF 是通过其复合体对 RET 发挥

作用，使其二聚体化而形成复合物，同时诱导 RET

发生磷酸化，激活细胞内传导信号的途径，进而起

到保护神经元的效果［14］。因此，精神分裂症患者血

清中 BDNF、GDNF 水平会明显低于正常人。研究显

示研究组患者血清中 BDNF、GDNF 水平明显低于对

照组（P<0.05），表明采用抗精神病药物联合小剂量

丙戊酸镁治疗精神分裂症，可以更加有效的提高患

者血清中 BDNF、GDNF 的水平［15］。

综上所述，采用抗精神病药物联合小剂量丙戊

酸镁治疗精神分裂症，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

状，控制攻击行为，提高血清中 BDNF、GDNF 的水

平，值得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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