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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利哌酮配合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精神分裂症急性期患者疗效及脑灰质
变化的影响

林　景 、 黄　航 、 汪孝魁 、 张凌娜

【摘要】目的　探究帕利哌酮配合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精神分裂症急性期患者疗效及脑灰质变

化的影响。方法　选取 120 例精神分裂症急性期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给予

帕利哌酮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比较 2 组治疗前后 PANSS 评

分、TESS 评分、脑灰质变化。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2 组

PANSS 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P< 0.01），且治疗后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1）；治疗后观察组

脑灰质密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1）；治疗 8 周后，2 组 TESS 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 4 周（P< 0.01），

观察组 TES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1）。结论　帕利哌酮配合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精神分

裂症急性期临床疗效显著，并可有效改善脑灰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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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Paliperidone Combined with High Frequency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on Effect and the Change of Brain Grey Matter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t Acute Stage　　LIN Jing，
HUANG Hang，WANG Xiaokui，et al. Fujian fuqing psychiatric hospital，Fuzhou 3508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paliperidone palmitate combined with high frequency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on effect and the change of brain grey matter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t acute stage. 

Methods　12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t acute stage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s，and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randomly.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paliperidone palmitate treatment，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high frequency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changes of PANSS score，

TESS score，brain gray matter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2 groups. Results　After treat-

ment，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PANSS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P<0.01），and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observa-

tion group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1），and tho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1）. After treatment，the gray matter densit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1）. After 8 weeks of treatment，TESS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after 4 weeks

（P<0.01）. and TESS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1）. Con-
clusion　Clinical effect is obvious of paliperidone palmitate combined with high frequency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t acute stage，and i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brain gray matter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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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ge；Brain gray matter；Clinical effect

［作者工作单位］福建省闽清精神病防治院（福州，350800）。

［第一作者简介］林景（1974.01-），女，福建福州人，本科，主治医师，研究方向：精神卫生、心理。

［通讯作者］林景（Email：1216870098@qq. com）。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重症精神疾病，在青年人

群中发病较多，起病时症状较为隐匿，随病情加剧

可进展为精神分裂症急性期，若不及时治疗易引发

自杀或伤害他人行为［1］。目前，临床多采用抗精神

病药物治疗精神分裂症急性期患者，但对于阳性症

状效果较差［2］，资料显示，抗精神病药物联合高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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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经颅磁刺激可有效缓解患者临床症状，疗效显

著［3］。由此，本研究采用帕利哌酮配合高频重复经

颅磁刺激治疗精神分裂症急性期，以探究对患者临

床疗效及脑灰质变化的影响，现将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5 年 5 月 ~2016 年 8 月我院收治的 120
例精神分裂症急性期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诊断

标准依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3 版

（CCMD-3）［4］，且 PANSS 评分 >70 分。按随机数字

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 60 例。对照

组男 33 例，女 27 例，平均年龄（34.82±5.51）岁，

平均病程（18.33±4.53）月；观察组男 31 例，女 29
例，平均年龄（35.13±5.54）岁，平均病程（18.64±

4.57）月；2 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已确诊为精神分裂症急性期患者；

②近 3 个月未接受抗精神病药物治疗；③右利手；④已

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对本研究所用药物过

敏者；②有金属植入物者；③脑部有其他炎症性疾病

者；④有家族史者；⑤合并心肝肾等脏器功能不全者；

⑥有肿瘤或免疫系统疾病；⑦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

1.3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帕利哌酮缓释片（规格：3mg/ 片；国

药准字：J20140068；批号：20150610）治疗，口服，

第 1 周用药剂量 6 mg/d，一周后根据患者病情将药

物服用剂量调整为 3~12 mg/d，持续治疗 8 周。观察

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通过经颅磁刺激仪（厂家：英国

Magstim；型号：Rapid-2 型）给予高频重复经颅磁刺

激治疗，患者取坐位，将绝缘线圈制成的帽状体戴

于头上，保持探头垂直正对患者头颅左侧前额叶背

外侧治疗区，保持频率为 10HZ，刺激强度为 110％

MT，间隔 20s，刺激时间保持 1s，治疗时间 20min/

次，3 次 / 周，持续治疗 8 周。

1.4　观察指标

①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 评分）［5］评

定治疗前后的精神病症严重程度，包括阴性症状、阳

性症状、一般精神病理等，评分越高表明精神病症

越严重。②以 PANSS 减分率评定临床疗效，痊愈：

PANSS 减分率大于 75％；显效：50％~75％；有效：

25％~50％；无效：小于 25％。③通过磁共振（MRI）

获得大脑结构，MRI 扫描采用本院影像科 3.0TMRI 成

像系统（生产厂家：德国西门子），采用标准头线圈完

成扫描。扫描前指导受试者平躺在扫描台，并用橡皮

塞塞住耳孔以减少造影的干扰，并叮嘱受试者在扫描

中安静闭眼，保持头部不动。所有扫描操作均由同一

名熟练 MRI 技术的放射科医师完成。其中扫描参数

设置如下：脉冲重复时间 / 回波时间（TR/TE）：8.5ms/

3.4ms，翻转角度：9°。层厚：1mm。层数：156，单次

激发，视野：24cm×24cm，矩阵：256×256；扫描时

间 16min。扫描结束后由两名放射科主治医师多所有

受试者扫描图形进行肉眼评定，并剔除不合格图像

（金属伪影，头动等）。然后使用基于体素形态学分

析（voxel-based morphometry，VBM）对图像进行处理，

分析流程为：将图像进行分割，分割结果采用雅可比

行列式调整，以便于体积分析；将分割后图像重新切

片，像素为 1.0mm×1.0mm×1.0mm，对调重新切片后

的图像进行高斯平滑（半高全宽为 8mm）；建模评估，

基于广义线性模型建立两样本 t 检验，对所得两组图

像进行灰质比较。④采用治疗副反应量表（TESS 评

分）［6］评定治疗 4、8 周后的不良反应情况，包括严重

程度、症状等，评分越高表明不良反应越严重。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7.0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x±s）描述，行 t 检验；计数资料用“％”

表示，用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采用 VBM 技术进行分析，以统计阈值 P<0.005 及差

异脑区 >30 体素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痊愈 27 例，显效 20 例，有效 9
例，无效 4 例，总有效率为 93.33％；对照组痊愈 21
例，显效 15 例，有效 11 例，无效 13 例，总有效率为

78.33％；观察组总有效率 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2.2　2 组治疗前后脑灰质密度差异及 PANSS 评

分比较

治疗后 2 组患者脑灰质密度均明显高于治疗前，

且治疗后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 2
组 PANSS 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P<0.01），且治疗

后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详见表 1 所示。

2.3　治疗后 2 组比较存在差异的脑区

2 组治疗前后脑灰质体积发生变化的脑区有双

侧颞上回、双侧海马旁回、左侧小脑、左侧壳核、

左侧颞下回、右侧尾状核头、双侧额上回、左侧楔

前叶，扣带回，通过基于 VBM 方法灰质密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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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组TESS评分比较（分，x±s）

组别 治疗4周 治疗8周

对照组（n=60） 11.86±3.27 9.45±2.61#

观察组（n=60） 10.18±2.76* 7.34±2.19*#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1，与治疗4周比较，#P<0.01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常见的精神疾病，其临床表现为

阳性症状、阴性症状及认知障碍等，易复发、致残

率高［7］。研究发现，多巴胺可通过大脑皮层对机体

认知功能、精神活动等进行调节，多巴胺持续降低

可致精神分裂症［8］。此外，精神分裂症还可能与大

脑灰质结构异常有关，资料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

伴有额叶、颞叶等区域脑灰质体积及密度减小［9-10］。

目前，临床多采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精神分裂症急

性期，但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存在易复发、不良反应

多等缺点，而新一代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可有效避

免该类弊端，资料显示，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可有效提高临床疗效［11］。

帕利哌酮是一种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长效注射

剂，可通过结合多巴胺 D2 受体阻断其结合多巴胺，

进而提高多巴胺浓度，达到抗精神病作用［12］。重复

经颅磁刺激是一种新型神经电生理技术，通过磁信号

反复、强效刺激大脑皮层，促进神经元兴奋及多巴胺

等神经递质的释放，明显改善患者临床症状。本研究

结果表明，治疗后，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

照组，而 TESS 评分低于对照组，提示采用帕利哌酮

配合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精神分裂症急性期，可

显著提高临床疗效，且不良反应少；本研究中，治疗

后 2 组 PANSS 评分均低于治疗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

组，脑灰质密度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采用帕利哌酮

配合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精神分裂症急性期，可

表1　2组治疗前后脑灰质密度比较（x±s，Hu）

组别 例数
脑灰质密度

t P
PANSS评分

t P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60 478.15±24.83 525.46±21.37 11.186 0.000 91.28±10.76 65.45±8.38 14.670 0.000

对照组 60 472.36±18.33 519.34±10.18 17.356 0.000 91.32±10.78 57.54±7.62 14.676 0.000

t — 1.453 2.003 —— —— 0.020 5.410 —— ——

P — 0.149 0.048 —— —— 0.984 0.000 —— ——

表2　治疗后2组比较存在差异的脑区

脑区 BA分区 簇体积（体素） 峰值体素的t值 FDR矫正后P值 峰值体素的MNI坐标X，y，z（mm）

左侧小脑 917 4.27 0.000 ﹣43﹣62﹣35

左颞上回 38 311 3.88 0.000 ﹣50 13﹣10

右颞上回 22 92 3.78 0.000 56 ﹣1 2 

左侧壳核 343 3.52 0.001 ﹣21 14 2

3.45 0.001 ﹣23 4 9

左侧颞下回 37 124 3.46 0.001 ﹣50﹣53﹣3

3.37 0.001 ﹣58﹣55﹣5

右侧海马旁回 27 162 3.34 0.001 24﹣28﹣3

3.27 0.001 25﹣20﹣7

右侧尾状核头 100 3.26 0.001 10 17﹣3

左侧楔前叶，扣带后回 23 262 4.20 0.000 ﹣4﹣59 20

观察组和对照组治疗后左侧小脑、左颞上回、右颞

上回、左侧壳核、右侧海马旁回、左侧颞下回、右

侧尾状核头、左侧楔前叶，扣带后回存在显著差异，

见表 2。

2.4　2 组 TESS 评分比较

治疗 8 周后，2 组 TESS 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 4
周（P<0.01），且观察组 TESS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

组（P<0.01），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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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脑灰质密度，促进大脑皮层功能恢复，进而缓解

临床症状。结合相关研究［13］，总结高频重复经颅磁刺

激技术作用机制为：利用短暂、强效的磁场脉冲，对

脑皮层进行反复施压，以使磁场快速穿越颅骨、大脑

皮质褶皱及相邻脑白质，从而诱导神经元兴奋，并改

善局部大脑皮质代谢异常，调节大脑皮质活性。帕利

哌酮则主要通过阻断 DA D2、5-HT2A 受体发挥抗精

神病作用，其作用机制与利培酮等其他二代抗精神病

类药物相似，能够有效减轻精神分裂症临床症状。此

外，帕利哌酮还有稳定的血药浓度，且极少在肝脏内

代谢，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药物间的相互作用，对改善

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阳性症状、一般精神病理症状

及促进脑灰质组织恢复等方面均具有良好疗效。

综上所述，采用帕利哌酮配合高频重复经颅磁

刺激治疗精神分裂症急性期，促进脑灰质结构恢复，

改善患者临床症状，不良反应少，疗效显著，值得

临床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翟长平，崔明，敖翔，等 . 精神分裂症患者危险行为的研

究［J］.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2012，19（1）：36-38.

2. 黄楠，陆峥 . 精神分裂症急性期的药物治疗进展［J］. 世界

临床药物，2010，31（4）：216-221.

3. 蒲绮霞，张春萍，黄雄，等 . 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药

物治疗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的临床疗效［J］. 实用医学杂

志，2013，29（13）：2133-2135.

4. 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 .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

第三版（精神障碍分类）［J］. 中华精神科杂志，2001，34
（3）：184-188.

5. Kay SR，Fiszbein A，Opler LA.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ANSS）for schizophrenia［J］. Schizophrenia 

Bulletin，1987，13（2）：261-276.

6. 张明园 . 副反应量表（TESS）［J］. 上海精神医学（Shanghai 

Archives of Psychiatry），1984，2：77-80.

7. Insel TR. Rethinking schizophrenia. ［J］. Nature，2010，468
（7321）：187-93.

8. 束庆，段直光，胡刚，等 . 多巴胺在精神分裂症阳性症

状中的心理机制：新近理论和研究进展［J］. 科学通报，

2012，57（35）：3384-3398.

9. Sekar A，Bialas AR，Rivera HD，et al. Schizophrenia risk 

from complex variation of complement component 4［J］. Na-

ture，2016，530（7589）：177.

10. Yue Y，Kong L，Wang J，et al. Regional Abnormality of 

Grey Matter in Schizophrenia：Effect from the Illness or Treat-

ment?［J］. Plos One，2016，11（1）：e0147204.

11. 郑明坚，丛伟东，邓俊琦，等 . 帕利哌酮联合重复经颅

磁刺激治疗首发精神分裂症疗效的研究［J］. 医药前沿，

2016，6（15）：221-222.

12. 刘向来，黄胜，林展，等 . 多巴胺 D2 受体基因多态性与

帕利哌酮缓释片疗效的相关性［J］. 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

2014，25（9）：767-769.

13. 刘运洲，张忠秋 . 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提高唤醒

的研究［J］. 中国运动医学杂志，2014，33（7）：704-712.

（收稿日期：2017 年 12 月 19 日）

拟现实硬件设备以及相关的软件仍待完善。②虽然

目前虚拟现实技术所需设备价格不断降低，但仍然

比较昂贵，会增加医院治疗成本和患者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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