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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频次无抽搐电休克治疗难治性精神分裂症对照观察

胡春水 1 、 江文庆 2 、 张　静 1 、 陈翔春 1 、 郭本玉 1 、 杜亚松 2

【摘要】目的　探讨不同频次无抽搐电休克治疗（MECT）对难治性精神分裂症（TRS）的临床疗

效及安全性。方法　将 80 例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一组给予 1 周一次 MECT 治疗

（研究组 n=40），另一组给予 1 周 2 次 MECT 治疗（对照组 n=40）；观察 12 周，于治疗前及治疗第

2 周、4 周、6 周、8 周、12 周末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定临床疗效，不良反应量表

（TESS）评定不良反应。结果　两组 PANSS 总分均较治疗前有下降（P< 0.05）；对照组治疗第 2、4

周末 PANSS 评分较研究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但治疗 12 周末 PANSS 评分对比无明显

差异（P> 0.05）；治疗 12 周末，研究组有效率 76.67％，对照组有效率 73.33％，两组无显著性差异

（P> 0.05）。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MECT 对 TRS 有效，一周两

次 MECT 的疗效和不良反应不优于一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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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n treatment of treatment-refractory schizophrenia with different frequency modi-
fied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HU Chunshui，JIANG Wenqing，ZHANG Jing，et al. Jiading Mental Health 
Center，Shanghai 201806，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and side effects of different frequency of modified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MECT）on treatment-refractive schizophrenia（TRS）．Methods　80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2 groups

（experimental group，n=40；control group，n=40）．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once a week of MECT. Control 

group was coped with twice a week of MECT. Changes in effective rate，scor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os-

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ANSS）and treatment emergent symptoms scale（TESS）were then measured after the 

2nd，4th，6th，8th and 12th weeks of treatment. Results　The total scores of PANS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P<0.05）；the PANSS score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study group at the 

2nd and 4th weekends of treatment（P<0.05），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t the 12th 

weekend of treatment（P>0.05）；after the 12th weekend of treatment，the effective rat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76.67％，

and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73.33％.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No dif-

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incidence of side effec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The efficacy and ad-

verse reactions of twice a week of MECT for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schizophrenia were not better than those of once a week 

of MECT after the 12th weeks of treatment，suggesting MECT is an effective and safe way for coping with TRS.

【Keywords】Treatment-refractive schizophrenia（TRS）；Modified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MECT）；

Comparative study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慢性、常见、严重、高致残

性的精神疾病，造成极大的经济负担和社会压力［1］。

有 23％~58％的患者最终发展成为难治性精神分裂

症［2］。联合改良电休克（MECT）治疗难治性精神分

裂症起效快、安全性高，是常用的增效策略［3］。但

MECT 治疗作用短暂、易反复、维持治疗作用有待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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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治疗频率及次数在临床缺乏统一标准［4-5］。回顾

性研究显示，一周 2 次和一周 3 次在疗效方面并无

显著差异［6］。本研究探索一周 2 次和一周 1 次 MECT

对难治

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现

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为来自本院 2016  年 1  月 ~2018  年 9 月住院

患者。入组标准：①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版

（ICD-10）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② TRS 的定义标

准：过去 5 年内至少用过 3 种抗精神病药，其中 2 种

化学结构不同，每种药物治疗不少于 6 周，剂量充

分而精神症状无明显改善者；③阳性与阴性症状量

表（PANSS）总分≥ 60 分；④年龄 18~65 岁；⑤病程

≥ 5 年；⑥入组对象监护人签定知情同意书；⑦均符

合 MECT 的适应证、无禁忌证；排除严重躯体疾病及

酒精、药物滥用者。共 60 例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

法分为 1 周 1 次 MECT 治疗组（研究组）40 例和 1 周

2 次 MECT 组（对照组）40 例。该研究经本院伦理协

会批准 。研究对象入组前均被告知研究相关内容并

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方法

研究组在原来药物治疗基础上选用 1 周 1 次

MECT 治疗，对照组选用 1 周 2 次 MECT 治疗，一共

接受 8 次 MECT 治疗，两组试验期间均不允许合并使

用其他抗精神病药物，共观察 12 周。MECT 治疗方

法：本研究中的病例对象均采用美国鹰赛医学技术公

司生产的醒脉通治疗仪治疗，迈瑞公司生产的多功

能监护仪监护。麻醉方式：术前 30min 静脉注射阿托

品 0.5mg，静脉缓慢注射丙泊酚（1mg/kg）或者依托

咪酯（0.1mg/kg）进行麻醉，用生理盐水冲洗注射通

道，再静脉注射琥珀酰胆碱（0.5mg/kg），待肌颤结束

后通电治疗。取两侧颞叶电极，电量和通电时间由

醒脉通治疗仪以年龄为能量参数自动设定。4~8min

后观察患者不良反应。对所有接受 MECT 治疗的病例

进行术后观察，采用不良事件报告的方式进行记录。

1.3　疗效和不良反应评估

由 2 名精神科主治医师在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 2
周、4 周、6 周、8 周、12 周末采用阳性症状和阴性

症状量表（PANSS）、不良反应量表（TESS）评定疗效

和不良反应，同时记录血常规、血生化（包括肝肾

功能、血糖等）及心电图等指标。以 PANSS 总分减

分率作为主要疗效评价指标，≥ 75％为痊愈，50％

~74％为显著进步，20％~49％为有效，＜ 20％为无

效。总有效率＝（显效＋有效）/ 总例数 ×100％。

1.4　统计学处理

全部统计数据均采用 SPSS13．0 统计学软件包进

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t 检验，计

数资料用（n，％）表示，χ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人口学资料

研究组患者 40 例，其中男女分别 15 例和 25 例，

年龄 30~64 岁，对照组患者 40 例，其中男女各 16 例

和 24 例，年龄 29~59 岁。两 组在性别、年龄、住院

次数、住院时间、病程等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1。 两组入组患者用药情况见表 2。

2.2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研究组有效 31 例，显著进步 4 例，痊愈 0 例，

表1　两组患者一般人口学资料比较

性别
年龄（岁） 病程（年） 住院时间（月） 住院次数（次）

男 女

研究组 15（37.5％） 25（62.5％） 42.08±7.91 17.00±5.08 19.61±5.32 4.23±1.03

对照组 16（40.0％） 24（60.0％） 40.16±8.13 16.75±5.00 20.50±4.91 4.55±0.93

t/χ2 0.111 0.203 2.003 1.626 1.879

P 0.739 0.821 0.068 0.114 0.063

表2　抗精神病药物用药情况

用药医嘱
单一用药

两联用药 三联用药
利培酮 奥氮平 氯氮平 氯丙嗪 阿立哌唑

N（例数） 8 10 12 5 3 20 2

百分比（％） 13.33 16.67 20.00 8.33 5.00 33.33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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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率 87.5％（35/40）；对照组有效 30 例，显著进

步 4 例，痊愈 0 例，有效率 85.0％（22/33），2 组间

有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3　两组疗效比较（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研究组 40 4（10.0） 31（77.5） 5（12.5） 35（87.5）

对照组 40 4（10.0） 30（75） 6（15.0） 34（85）

χ2值 0.089

P值 1.000

2.3　两组 PANSS 评分比较

两 组 治 疗 前 P A N S S  评 分 对 比 无 明 显 差 异

（P>0 .05），两组 PANSS 总分均较治疗前有下降

（P<0.05）；对照组治疗第 2、4 周末 PANSS 评分较

研究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治疗 12
周末 PANSS 评分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见表 4。

2.4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研究期间两组患者多数不良反应为轻中度，均

有较高的耐受性。研究组患者共有 11 例出现不良

反应，发生率为 37％（11/40），其中记忆减退 4 例

（36％），头痛 3 例（27％），意识障碍 1 例（9％），

血压降低 1 例（9％），失眠 1 例（9％），恶心呕吐

1 例（9％），食欲减退 1 例（9％）；对照组共有 12 

例患者出现不良反应，发生率 40 ％，其中头痛 4 

例（33％），记忆减退 4 例（33％），意识障碍 1 例

（8％），血压降低 1 例（8％），恶心呕吐 1 例（8％），

头晕 1 例（8％）。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5。

表4　PANSS 评分（x±s，分）

组别 治疗前 治疗2周末 治疗4周末 治疗6周末 治疗8周末 治疗12周末

实验组1 95.10±13.16 87.53±14.98 80.23±17.39 71.33±13.89 69.20±15.50 67.90±11.34

对照组2 90.33±14.08 70.90±15.91 62.67±17.35 60.13±15.35 63.77±15.00 63.80±12.68

t值 1.355 4.168 3.917 2.964 1.379 1.320

P值 0.181 0.007 <0.001 0.004 0.173 0.192

表5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n，％）

组别 N 记忆减退 头痛 意识障碍 血压降低 失眠 恶心呕吐 食欲减退 头晕 总发生率

实验组 40 4 3 1 1 1 1 1 0 11

对照组 40 4 4 1 1 0 1 0 1 12

χ2值 <0.001 0.162 <0.001 <0.001 1.017 0.162 1.017 1.017 0.071

P值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3　讨论

难治性精神分裂症病程长、危害性大，目前尚

无明确的有效治疗策略［2］。MECT 是在麻醉状态下，

利用短暂适量的电流刺激大脑，诱发皮层产生广泛

放电现象的一种抗精神病疗法，电休克治疗治疗机

制尚不清楚，是治疗严重精神障碍最早和最有效的

治疗手段之一。MECT 治疗消极自杀、紧张症、严

重行为紊乱和心境症状效果显著，可能是救命的治

疗手段，针对认知、阴性症状和思维障碍疗效略逊

一筹，这种疗效差异的原因尚不清楚［7］。MECT 治疗

在西方国家应用受限，主要用于治疗心境障碍患者，

在我国，精神分裂症逐渐成为 MECT 治疗的主要适

应症 ［7-8］ 。王文政等对 1999~2015 年中英文数据库检

索的 22 项联合 MECT 治疗难治性精神分裂症的研究

对进行 meta 分析，其中 18 项研究来自中国大陆，结

果显示联合 ECT 能改善难治性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症

状，但证据质量较低，对结果的效度有所质疑［9］。

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对于难治性精神障碍患者而言，

MECT 治疗是一种躯体安全性良好的治疗手段［10］。

也有研究指出，MECT 的安全性还需进一步确认［11］。

本研究结果表明：12 周末对照组有效率 73.33％，

研究组有效率 76.67％，与国内研究报道联合 MECT

治疗有效率 50~95％基本一致［4，12］。本研究显效和临

床痊愈率只有 6.7％，可能与入组患者特点有关，此

次入组病例大都住院时间长、病程长、对药物疗效

差有关，有研究报道，对于药物疗效差、维持期及

慢性精神分裂症总体疗效欠佳［4.8］。1 周 2 次组和一周

1 次组 PANSS 评分 2 周末、四周末偏低，12 周末无

显著差异，提示可能与 MECT 作用时间短暂有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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