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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拉西酮片联合氯氮平治疗难治性精神分裂症疗效及对认知功能的影响

王　俊 1 、 杜云红 2 、 刘建萍 3

【摘要】 目的　旨在观察齐拉西酮片联合氯氮平治疗难治性精神分裂症疗效及对认知功能的影

响。方法　选择 2016 年 9 月 ~2017 年 9 月我院收治的 120 例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将患者随机分

为对照组、观察组。对照组患者采用氯氮平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使用齐拉西酮片。比

较两组患者的疗效和认知功能。结果　观察组总临床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93.33％ vs 80.00％）

（χ2=4.615，P= 0.032）；与治疗前做比较，治疗第 4 周末时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的 PANSS 总分以

及阳性症状、阴性症状、一般病理得分均有下降，且在治疗第 12 周末，各项评分均有显著下降

（P< 0.05）；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第 12 周末观察组的 PANSS 总分及各因子分下降幅度更大（P< 0.05）。

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 WAIS-RC 各评分明显上升（P< 0.05），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知识、

相似性、数字广度、图画填充、记忆商数评分均优于对照组（P< 0.05）；治疗期间观察组与对照组患

者的不良反应率无明显差异（P> 0.05）。结论　齐拉西酮片联合氯氮平治疗可以改善难治性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临床疗效显著且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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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icacy of ziprasidone combined with clozapine in the treatment of refractory schizophrenia and 
its effect on cognitive function　　WANG Jun，DU Yunhong，LIU Jianping. Psychiatry Department，Zhengzhou 
Eighth People's Hospital，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ziprasidone combined with clozapine in the treatment 

of refractory schizophrenia and its effect on cognitive function. Methods　120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schizophrenia in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6 to September 2017 were selecte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

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lozapine，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ziprasidone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efficacy and cognitive fun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clinical 

efficien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93.33％ vs 80％）（χ2=4.615，

P=0.032）.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the total score of PANSS，positive symptoms，negative symptoms and gen-

eral pathological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decreased at the end of the fourth week of treatment，

and the scores of all the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t the end of the twelfth week treatment（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decreased degree of the total score of PANSS and the scores of each factor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t the end of the twelfth weekend were significantly greater（P<0.05）.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the WAIS-

RC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 treatment（P<0.05）. The knowledge，similarity，

digital breadth，picture filling and memory quotient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rate of adverse reaction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Ziprasidone combined with clozapine can improve cognitiv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schizophrenia，and the clinical effect is significant and s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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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治性精神病对患者的劳动能力和社会交往

能力有着极大的损害，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

的经济和社会负担［1］。氯氮平是难治性精神分裂症

的首选药物之一，但也是部分有效［2］。既往文献报

道［3-5］，齐拉西酮片联合氯氮平治疗能够有效改善难

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状况，因此本研究对齐

拉西酮片联合氯氮平治疗难治性精神分裂症疗效及

认知功能进行了研究。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6 年 9 月 ~2017 年 9 月我院收治的 120
例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纳入标准：（1）诊断符合

ICD-10 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并且符合 Kane 难治

性精神分裂症的定义者［6］；（2）患者年龄在 18～59
岁之间；（3）既往没有使用氯氮平和齐拉西酮进行

治疗者。排除标准：（1）存在严重躯体疾患者、先

天精神发育迟滞者；（2）严重乙醇、药物依赖者。

随机将患者分为对照组、观察组。观察组：男性患者

22 例，女性患者 38 例，平均年龄（31.41±8.97）岁。

对照组：男性患者 25 例，女性患者 35 例，平均年龄

（31.03±9.26）岁。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进行口服氯氮平（批准文号：国药

准字 H44021425）治疗，氯氮平的起始剂量为 25mg/

次，2 次 /d，在 3 周内根据病情缓慢加大剂量，根

据患者的不良反应调整剂量，最高剂量不能超过

600mg/d。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联合齐

拉西酮片（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070078）治疗，

齐拉西酮的起始剂量在 20mg/d，根据患者病情在 3
周内缓慢加大剂量，最高剂量不能超过 160mg/d。

1.3　观察指标

在入组前后分别对患者使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

表（PANSS）［7］评定其疗效，使用韦氏成人智力量表

（WAIS-RC）对患者的社会认知能力进行评定。治

疗疗效主要通过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的减分率进行

评定，减分率大于等于 50％为显效，减分率大于等

于 25％为有效；小于 25％为无效。

1.4　统计分析

本研究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8.0 软件进行统

计，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x±s）描述，采

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以 P<0.05 表示为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对照组患者显效 23 例，有效 25 例，无效 12 例，

总临床有效率为 80.00％；观察组患者显效 37 例，

有效 19 例，无效 4 例，总临床有效率为 93.33％，

观察组总临床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χ2=4.615，

P=0.032）。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PANSS 评分对比

与治疗前比较，治疗第 4 周末、第 12 周末时两

组患者的 PANSS 总分以及阳性症状、阴性症状、一

般病理得分均有下降（P<0.05）；与对照组比较，治

疗第 12 周末观察组的 PANSS 总分及各因子分下降幅

度更大（P<0.05），详情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PANSS总分与各项分（x±s）

组别 PANSS 治疗前 第4周末 第12周末

观察组（n=60） 总分 87.24±12.41 71.26±11.71a 41.69±8.17abc

阴性症状 22.18±5.74 19.25±4.12a 7.81±2.64abc

阳性症状 24.64±6.41 19.86±6.85a 10.14±3.28abc

一般病理 40.42±5.79 32.15±8.01a 23.74±7.07abc

对照组（n=60） 总分 86.87±12.97 70.87±12.34a 54.51±8.15ab

阴性症状 22.34±5.89 19.15±4.97a 8.94±2.79ab

阳性症状 24.40±6.64 19.81±6.74a 14.31±3.99ab

一般病理 40.13±5.87 31.91±8.03a 31.26±7.64ab

注：a与治疗前比较，P<0.05；b与第4周末比较，P<0.05；c与

对照组比较，P<0.05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WAIS-RC 评分对比

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 WAIS-RC

各评分明显上升（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知识、

相似性、数字广度、图画填充、记忆商数评分均优

于对照组（P<0.05），详情见表 2。

2.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不良反应情况比较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的不良反应率没有明显差

异（P>0.05），详情见表 3。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严重影响着患者的身心健康，增加

了患者家庭的经济负担，难治性精神分裂症尤其明

显［8］。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会对患者的认知功能进

行进一步的损害［9］。

齐拉西酮和氯氮平都属于非典型抗精神病药，能

够有选择性的对神经突触再摄取 5-HT 和去甲肾上腺

素进行抑制，因此能够改善患者的阴性症状，恢复患

者的社会认知功能［10］。氯氮平能够对阳性症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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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控制阴性症状，主要是由于氯氮平可以阻断 D、

5-HT、α、H1、M1 等受体，从而对人体有较强的镇

静作用，但氯氮平对认知功能影响较大［11-12］。齐拉西

酮对 D2、5-HT2A 受体的亲和性很强，通过对多巴胺

和 5-HT2 的拮抗作用帮助精神症患者恢复［13］。本组

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两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PANSS

总分、阳性症状分、阴性症状分以及一般病理分较治

疗前有显著降低，另一方面从疗效来看，齐拉西酮片

联合氯氮平治疗的临床有效率远高于单独使用氯氮平

治疗，表明联合治疗更能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从不

良反应率来看，齐拉西酮片联合氯氮平治疗与单独使

用氯氮平治疗没有明显差异，可能的原因是齐拉西酮

能够对多巴胺和 5－羟色胺受体产生拮抗作用，进而

对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阴性症状起到改善作用。

此外齐拉西酮片联合氯氮平治疗时，会降低抗精神病

药引起的不良反应发生的比率，从而减少药物的副作

用对患者社会认识功能的影响［14-15］。

综上所述，齐拉西酮片联合氯氮平治疗可以改

善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但本研究样

本量较小，观察期也较短，所以还需要更大样本的，

观察期更长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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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WAIS-RC评分对比（x±s）

组别 因子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观察组（n=60） 知识 5.67±2.78 8.45±2.64a 5.617 <0.001

相似性 5.41±2.56 7.96±2.71a 5.298 <0.001

数字广度 6.87±2.76 8.74±2.68a 3.765 <0.001

图画填充 4.02±2.62 6.82±2.47a 6.023 <0.001

木块图案 4.91±2.47 7.14±2.41 5.01 <0.001

记忆商数 70.32±12.34 88.96±11.58a 8.532 <0.001

对照组（n=60） 知识 6.21±2.71 6.97±2.57 1.576 0.118

相似性 4.81±2.56 6.16±2.36 1.177 0.534

数字广度 6.31±3.08 7.61±2.91 2.377 0.019

图画填充 4.26±2.86 5.95±2.78 1.058 0.828

木块图案 5.74±2.54 7.03±2.49 2.809 <0.001

记忆商数 7134±10.29 78.57±10.85 3.7452 <0.001

注：a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3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流涎 嗜睡 其他 合计（％）

观察组（n=60） 60 3（5.00） 5（8.33） 11（18.33） 31.67

对照组（n=60） 60 4（6.67） 4（6.67） 12（13.33） 33.33

χ2 - - - - 0.038

P - - - - 0.8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