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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帕利哌酮治疗老年女性精神分裂症的有效性 
及安全性分析

刘向阳 、 刘家梅 、 史建新 、 刘晶晶

【摘要】目的　探讨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帕利哌酮治疗老年女性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患者的

临床效果，并分析安全性。方法　选择我院 2016 年 1 月 ~2017 年 11 月期间收治的老年女性精神分

裂症阴性症状患者，60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0 例。两组均采用帕

利哌酮，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联合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照组给予伪刺激，治疗 8 周。评价患者症

状改善情况、认知功能和不良反应。结果　治疗 8 周后，观察组阴性症状、阳性症状、一般精神病

理分和总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干扰命名评分高于对照组（P< 0.05）；

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 0.05）；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无差异（P> 0.05）。结论　针对老年女

性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患者，在给予帕利哌酮治疗的同时联合高频 rTMS，能够明显促进患者阴性症

状和认知功能的改善，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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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and safety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combined with paliperidone in the 
treatment of senile schizophrenia　　LIU Xiangyang，LIU Jiamei，SHI Jianxin，et al. Geriatric psychiatry，Zhu-
madian psychosis hospital，Zhumadian 46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high frequency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

tion combined with paliperidone in the treatment of senile schizophrenic negative symptoms. Methods　A total of 60 el-

derly women with schizophrenia negative symptoms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6 to November 2017 were selecte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for 30 cases. Paliperidone was used in the two groups，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combined with high frequency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pseudo stimulation. Evaluated the patients' symptoms improvement、cognitive function and adverse reactions. 

Results　After 8 weeks of treatment，the negative symptoms，positive symptoms，general psychopathological points and 

total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P<0.05）. The nomenclature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P<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P<0.05）.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inci-

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For the elderly schizophrenic patients with 

negative symptoms，giving paliperidone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high-frequency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

tion，could obviously promote the negative symptoms and cognitive function，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Paliperidone；High frequency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Schizophrenia；Negative 

symptoms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是我国常见的一

组精神疾病，表现为精神活动的不协调和思维、情

感和行为等方面的功能障碍［1］。有文献报道［2］称我

国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为 1％，占住院患者总数的

50％以上。最近几年临床上注意到以言语贫乏、情

感平淡和意志缺乏等阴性症状为主要表现的患者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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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PANSS评分的比较（x±s，n=30）

项目
对照组 观察组

基线期 治疗8周 基线期 治疗8周

阴性症状 27.13±5.53 23.10±4.29a 26.78±6.38 20.50±3.64ab

阳性症状 16.77±3.25 14.10±2.82a 16.65±3.31 12.04±2.24ab

一般精神病理分 35.24±7.18 30.74±5.86a 35.44±6.99 27.05±7.24ab

总分 76.84±9.49 66.59±7.83a 77.05±9.57 56.29±6.35ab

注：与组内基线期比较，aP<0.05；与对照组比较，bP<0.05。

逐年升高趋势，已占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40％左右，

此类患者治疗难度大，是导致精神残疾的主因。目

前国内对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辅助帕利哌酮

治疗老年女性患者的研究较少，治疗的有效性和安

全性并不清楚，故笔者对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采用

rTMS 联合帕利哌酮治疗，分析有效性和安全性，现

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老年精神科女病区 2016 年 1 月 ~2017
年 11 月收治的老年女性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患者 60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各 30 例。对照组：年龄 61~75 岁，平均年龄（66.27
±5.68）岁，病程 1 年 ~21 年，平均病程（10.52±

3.63）年。观察组：年龄 60~77 岁，平均年龄（66.80
±5.84）岁，病程 1 年 ~19 年，平均病程（10.49±

3.47）年。比较两组患者一般病例资料，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标准 

（1）年龄≥ 60 岁，女性；（2）符合《美国精神

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5 版）》［3］中精神分裂症的诊

断标准；（3）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总评分

＞ 60 分，其中阴性症状总分＞ 20 分，且至少一项

＞ 4 分，阳性症状总分＜ 24 分；（4）Anderson 阴性

症状量表（SANS）评分＞ 20 分；（5）药物清洗期 1
周。（6）患者家属或监护人签订知情同意书，经医学

伦理委员会审核。

1.3　排除标准

（1）有 rTMS、帕利哌酮治疗禁忌症；（2）合并

其他严重精神障碍和（或）大脑器质性病变；（3）合

并严重心血管疾病、肝肾功能不全、躯体疾病。

1.4　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用帕利哌酮治疗：帕利哌酮缓释片

（生产批号 201603251，规格 3mg），起始剂量 3mg/d，

根据病情需要在 2 周内进行加量，每次加量不超过

3mg/d，最高用量为 12mg/d，连续治疗 8 周。观察组

联合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①患者取坐位，使用

Magsim Rapid 2 磁刺激仪；②刺激部位为左侧前额叶

背外侧皮质投射区；③设置刺激频率为 10hz，刺激

强度为 110％运动阈值，治疗序列为 30 个序列，每

个序列刺激 5s，间隔 30s，20min/ 次，5 次 / 周，治

疗 8 周。对照组患者采用伪刺激：所有设置与观察组

一致，但翻转线圈，与头皮呈 180°，无有效刺激。

两组帕利哌酮平均剂量分别为（8.62±3.85）、（8.48±

3.69）mg/d。所有操作均由同一组工作人员进行，期

间避免交流。

1.5　观察指标［4-5］

分别在基线期、治疗 8 周后，采用 PANSS 量

表［8］和 STROOP 色词干扰试验评价患者认知功能。

并计算 PANSS 减分率 =（治疗前 SANS 评分 - 治疗后

SANS 评分）/ 治疗前 SANS 评分 ×100％。采用不良

反应症状量表（TESS）［10］评价不良反应。

1.6　疗效评价

根据 PANSS 减分率评价治疗效果：①治愈：

PANSS 减分率≥ 75％；②显著进步：PANSS 减分率

在 50％~75％之间；③进步：PANSS 减分率在 25％

~50％之间；④无效：PANSS 减分率＜ 25％。总有效

率 =（治愈 + 显著进步 + 进步）/ 例数 ×100％。

1.7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0.0 进行数据分析，计量数据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组内

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计数资料以％表示，采用 χ2

检验，当 P<0.05 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 PANSS 评分的比较

两组基线期各项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治

疗 8 周后，观察组阴性症状、阳性症状、一般精神

病理分和总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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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疗效的比较

观察组痊愈 6 例，显著进步 12 例，进步 8 例，

无效 4 例，总有效率为 86.67％，对照组痊愈 2 例，

显著进步 9 例，进步 8 例，无效 11 例，总有效率为

63.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　两组 STROOP 评分的比较

两组基线期各项评分无差异（P>0.05）。治疗 8
周后，观察组干扰命名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

见表 2。
表2　两组STROOP评分的比较（x±s，n=30）

项目
对照组 观察组

基线期 治疗8周 基线期 治疗8周

字词阅读 65.35±9.72 67.54±10.16 66.23±9.85 67.23±9.28

颜色命名 48.65±8.66 49.85±8.78 48.76±8.60 50.32±8.44

干扰命名 24.77±5.95 28.63±5.12a 24.51±5.79 33.05±5.24ab

注 ：与组内基线期比较，aP<0 .05；与对照组比较，
bP<0.05。

2.4　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对照组失眠 2 例，胃肠道反应 1 例，心动过速

2 例，头痛 1 例，视物模糊 2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

为 26.67％，观察组胃肠道反应 1 例，心动过速 1
例，头痛 1 例，视物模糊 1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3.3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老年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疗目前尚无统一

标准，有文献报道［6］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效果较好，

但也有研究显示疗效一般［7］，且不良反应较多。这

种结果可能是因为一方面老年患者肝脏代谢药物能

力降低程度不同，另一方面老年患者合并基础疾病

的种类与数量不同，服用多种药物相互作用引起不

同的临床反应。其中阴性症状患者比例较大，且症

状持续时间长，患者认知功能受损，生活质量严重

降低，临床治疗难度大，针对此类患者，治疗方案

的选择应将安全放在首位，同时兼顾疗效，改善认

知功能，提高生活质量。近年来，帕利哌酮应用广

泛，有研究［8］显示对阴性症状患者也有较好疗效，

本研究中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63.33％，与文献报道相

符。帕利哌酮是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是利培酮在

肝内代谢产物，比利培酮多了一个羟基，增强了对

5-HT2A 的阻断活性，主要通过拮抗多巴胺 D2 受体， 

5- 羟色胺 1A、2A、1D、2C、H1 受体，肾上腺素α1、2

发挥抗精神病作用［9］，对肾上腺素β1、2 和胆碱能 M

受体无亲和力，因而对阳性症状、阴性症状、认知

功能均有效。

本次对观察组联用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重复

经颅刺激是通过脉冲磁场作用于大脑，利用磁生电

原理，使大脑作用区域内形成电流，然后刺激大脑

神经电生理活动，从而调节突触的可塑性［10］。高

频 rTMS 治疗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的作用机制是通

过对前额叶皮质进行高频刺激，提高此区域的兴奋

性，而此区域活性已被证实与患者阴性症状呈高

度负相关。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 8 周后，两组阴

性症状、阳性症状、一般精神病理分和总分均降

低，且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

对照组（P<0.05），这说明加用高频 rTMS 治疗，能

够增强药物改善患者症状的作用，提高治疗效果。

老年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常伴有认知功能受损，涉

及到记忆、思维、执行能力和注意等方面，认知功

能的改善程度决定患者整体恢复水平［11］。本次选择

STROOP 色词干扰试验，主要用于检测患者执行功

能和注意力水平，而且患者 STROOP 得分与阴性症

状得分呈负相关［12］，研究观察组干扰命名评分高于

对照组（P<0.05），提示观察组认知功能恢复程度优

于对照组，说明高频 rTMS 能够促进患者认知功能改

善。研究注意到，虽然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

对照组，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这说明 rTMS

并不会增加药物不良反应，而且可能有抑制作用，

这需要下步扩大样本量，延长观察时间来进一步探

讨。笔者发现观察组患者采用高频 rTMS 治疗后，头

痛症状消失，失眠消失，提示 rTMS 可能能够提高睡

眠质量。

综上所述，针对老年女性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

患者，在给予帕利哌酮治疗的同时联合高频 rTMS，

能够明显促进患者阴性症状的改善，提高疗效，并

且对认知功能恢复有促进作用，安全性高，值得临

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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