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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培酮联合低剂量安非他酮对精神分裂症患者阴性症状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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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本研究探讨安非他酮对精神分裂症患者阴性症状的干预效果。方法　以某精神病

医院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 80 例为研究对象，研究组在原有利培酮剂量不变的基础上，联用安非他

酮 150mg/d，对照组原有利培酮剂量不变。两组患者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 8 周后分别接受量表评

估。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定治疗前后患者精神病性症状的变化；以副反应反应量表

（TESS）及化验和辅助检查进行安全性评估。结果　PANSS 总分及阴性症状分量表分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0.05）。组间比较以上评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研究组优于对照组。 结论　利培

酮联合低剂量安非他酮可以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阴性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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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effect of low-dose bupropion on negative symptom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CHEN Honglai，LIU Cuizhen，ZHU Jing，et al. Taian mental hospital，Taian 27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he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bupropion on negative symptom in patients with schizo-

phrenia. Method　We selected 80 cases of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who are use risperidone only from A men-

tal hospital，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the study group added bupropion

（150 mg，qd），the control group added placebo instead . The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before and after 8 weeks of treat-

ment respectively.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mptom scale（PANSS）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changes of psychotic symptom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The side effects scale（TESS）and laboratory tests and auxiliary examinations were used for safety 

assessment. Result　Study group：After 8 weeks of treatment，There was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total score of PANSS and 

the scale of negative symptoms（P<0.05）. The study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 Conclusion　Low-dose bu-

propion combined with risperidone may improve the negative symptom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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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是一种常见的重性

精神疾病，终生患病率接近 1％［1］。精神分裂症患者

阴性症状会导致患者的社会功能受损，引起患者生

活质量的下降，给家庭以及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及

精神负担［2］，是当今严重的医学问题和社会问题［3］。

本研究目的是探讨利培酮联合安非他酮对精神分裂

症阴性症状的治疗效果。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于 2017 年 1 月 ~2017 年 10 月期间，在泰安

市精神病医院连续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 80 例为研究

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入组患者分为研究组

和对照组。纳入标准：①符合 ICD-10 中精神分裂症

的诊断标准；②患者经住院治疗后病情稳定大于 3 个

月，PANSS 量表评定总分≤ 80 分，阳性症状分量表

没有大于等于 4 分的条目；③年龄在 20～60 岁之间；

④小学以上文化程度，能明白测验程序；⑤目前使用

利培酮单一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排除标准：①在过去

3 个月中存在酒精或物质依赖；②诊断不明确、伴严

重躯体疾病、癫痫和脑器质性精神障碍的患者；③伴

有精神发育迟滞患者；④怀孕或哺乳妇女患者；⑤存

在视觉听觉感知障碍者；⑥使用过苯二氮艹
卓类、镇静

剂或抗胆碱能药物等影响认知功能的药物。研究组

40 例，对照组 40 例，研究组有 4 例脱落，对照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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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脱落无法随访。最终研究组入组 36 例，男性 20 例，

女性 16 例，平均年龄 32.2±6.7 岁，病程 36.2±9.8
月；对照组入组 38 例，男性 20 例，女性 18 例，平均

年龄 31.8±7.3 岁，病程 35.9±10.0 月。两组患者之

间在性别、目前年龄、发病年龄、复发次数、病程、

利培酮治疗时间以及受教育程度等一般情况方面进

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研究组在原有利培酮剂量不变的基础上，联用

安非他酮 150mg/d，对照组原有利培酮剂量不变。分

别对两组患者的治疗前与治疗后 PANSS 量表、TESS

量表、化验及辅助检查进行比较 。

1.3　统计分析

所有资料录入 SPSS 20 软件包进行资料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采用 x±s 描述，组内自身前后比较采

用配对 t 检验，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

资料采用例数和比率描述，采用卡方（χ2）检验。

P<0.05 认定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精神症状比较

研究组和对照组 PANSS 结果比较进行组内比

较，结果如表 1 所示，研究组：治疗 8 周末与入组时

相比，在阴性量表分、PANSS 量表总分分值变化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改善明显，阳性

量表分、一般精神病理量表分分值变化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对照组：治疗 8 周末与入组时相

比，在 PANSS 量表阳性量表分、阴性量表分、一般

精神病理量表分以及 PANSS 量表总分四项分值变化

结果显示，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

无明显变化。组间比较：治疗 8 周末两组间在阴性量

表分、PANSS 量表总分分值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研究组优于对照组，见表 1。

2.2　药物安全性比较

2.2.1　TESS 统计比较　以 TESS 量表评定研究

组与对照组两组不良反应，采用卡方检验。研究组

有 12 例出现不良反应，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33.33％

（12/36）；对照组有共 5 例出现不良反应，不良反应

发生率为 13.16％（5/38），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经卡

方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25，P<0.05），见

表 2。不良反应的分布情况：研究组常见的不良反应

为：口干 4 例、恶心 3 例、失眠 3 例、出汗 2 例，程

度较轻，患者可以耐受。对照组常见的不良反应为：

口干 2 例、恶心 2 例、失眠 1 例。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PANSS量表比较（x±s）

组别 入组时 8周末 T值 P值

研究组n=36

　　阳性量表分 8.78±2.65 8.72±3.01 0.09 0.93

　　阴性量表分  14.68±3.79* 12.01±2.18*△ 3.66 0.00

　　一般精神病理量表分 26.22±4.26 25.01±3.27 1.35 0.18

总 分  50.67±8.31* 46.22±7.02*△ 2.45 0.02

对照组n=38

　　阳性量表分 8.23±2.67 8.20±3.07 0.04 0.97

　　阴性量表分 15.01±3.73 15.29±3.07 0.36 0.72

　　一般精神病理量表分 26.47±3.22 25.97±4.02 0.56 0.58

总 分 50.02±6.23 49.88±7.61 0.09 0.93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2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构成比（例，％）

组别 例数 口干 恶心 失眠 出汗 食欲下降

研究组 36 4（11.11） 3（8.33） 2（5.55） 2（5.55） 1（2.78）

对照组 38 2（5.26） 2（5.26） 1（2.63） 0（0.00） 0（0.00）

2.2.2　实验室及其他检查　治疗后与治疗前比

较，研究组与对照组两组在血常规、血生化、尿常

规等实验室检查以及心电图等其他辅助检查均无临

床意义的异常改变。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慢性、反复发作的重性精神疾

病，病程迁延，精神分裂症的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心

理治疗、物理治疗以及康复治疗等，在所有治疗中抗

精神病药物治疗是重中之重［4］。系统的抗精神病药物

治疗能够明显缓解精神分裂症的症状，降低复发率，

改善患者的预后［5］。现有的临床研究显示，对病人预

后影响较大的有两组症状群，一组是阴性症状群，一

组是认知功能损害。目前大部分抗精神病药物能够较

好的缓解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阳性症状，但是对患者的

阴性症状疗效较差［6］，导致病人社会功能受损，生活

质量下降。本研究对病情稳定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使

用利培酮单一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合并应用低剂量安

非他酮观察对阴性症状的疗效。结果研究组在阴性量

表分、PANSS 量表总分明显改善，说明抗精神病药物

治疗基础上合并安非他酮能够改善患者的阴性症状和

总体病情。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的神经生物学机制较

为复杂，难以用一种生物学假说来解释［7］，精神分裂

症患者的阴性症状与前额叶多巴胺功能降低有关［8］，

也有研究显示与中枢去甲肾上腺素功能减退有关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9 年第 46 卷第 3 期 - 453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系［9］。本研究发现安非他酮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具有改

善阴性症状的作用，可能与安非他酮通过抑制中枢神

经系统突触前膜对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的再摄取，

增加突触间隙的相应递质的浓度，增强去甲肾上腺素

能及多巴胺能神经功能［10］，上调前额叶多巴胺和去甲

肾上腺素水平从而改善患者的阴性症状。研究组不良

反应明显增多，研究组常见的不良反应为：口干、恶

心、失眠、出汗和食欲下降，与安非他酮药物本身常

见不良反应相一致，程度较轻，受试者可以耐受，大

多在一周左右自行缓解，未发生严重的危及生命的不

良反应。对血常规、血生化、尿常规等实验室检查以

及心电图等其他辅助检查等影响小；研究组阳性量表

分无明显变化。表明：小剂量的安非他酮病人应用于

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安全的，与 Tsoi 等进行的 Meta 分

析［11］一致。

综上所述，利培酮联合低剂量安非他酮可以改

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阴性症状。本研究也存在不足：

本研究观察时间为 8 周，时间较短，没有进行长期

的追踪观察，有待后续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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