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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匹克隆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睡眠障碍的疗效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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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佐匹克隆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睡眠障碍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将 2016 年 7

月 ~2019 年 7 月本院收诊的 102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随机法分为观察组 51 例（佐匹克隆）与对照组 51

例（氯硝西泮），比较 2 组精神分裂症睡眠障碍患者的 PSQI 评分、治疗有效率、不良反应发生率指

标。结果　治疗结束，观察组 PSQI 评分（5.24±0.59）分、不良反应发生率（7.84％）均低于对照组

（P< 0.05）；观察组治疗有效率（98.04％）高于对照组（84.31％）（P< 0.05）。结论　佐匹克隆可有效

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睡眠障碍，改善其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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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zopiclone in the treatment of sleep disorders on patients schizophrenia 
　　HE Yijian，LIANG Zhongkun，GAO Xiaoya，et al. Huaiji County People's Hospital of Guangdong Province，
Zhaoqing 5264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zopiclone in the treatment of sleep disorders i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102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ly 2016 to 

July 2019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51 cases）（treatment with zopiclone）and control group（51 

cases）（treatment with clonazepam），The PSQI score，treatment efficiency，and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t the end of treatment，the PSQI score（5.24±0.59）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7.84％）were low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effective rate of treat-

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98.04％）was high. In the control group（84.31％）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Zopiclon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sleep disorders，reduce its adverse reactions and improve its sleep quality.

【Key words】Safety；Efficacy；Schizophrenia；Sleep disorders；Zopiclone

精神分裂症患者往往伴有睡眠障碍［1］，影响患

者生活状态，也不利于患者疾病的康复。佐匹克隆

治疗失眠效果较好且不良反应很小［2］。本研究探讨

佐匹克隆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睡眠障碍的价值。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定 2016.07.23~2019.07.06 期间本院收诊的精

神分裂症睡眠障碍患者，总计入组 102 例，完全随

机法分为两组，采用佐匹克隆药物的一组（51 例）

作为观察组，应用氯硝西泮药物的一组（51 例）作为

对照组。观察组中，女 23 例，男 28 例；年龄 36~69
岁，平均为（53.94±5.33）岁；对照组中，女 24 例，

男 27 例；年龄 38~68 岁，平均为（53.56±5.41）岁。

比较上述一般资料，P>0.05：差异不明显。纳入标

准：⑴年龄≥ 18 岁，均符合精神分裂症睡眠障碍病

况；⑵ 102 例研究对象均经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且患

者已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⑴重症睡眠呼吸暂停综合

征、重症肌无力或呼吸功能不全（失代偿）者；⑵言

语障碍、行为障碍或视听障碍者。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氯硝西泮，方法：予以患者氯

硝西泮（批准文号：H10930004）进行口服治疗，初

始剂量为每天一次，单次剂量为 2 毫克。后可根据

患者疾病进展作一定剂量调整，最终单次剂量维持

［作者工作单位］1. 广东怀集县人民医院（肇庆，526400）；2.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3. 怀集县第三人民医院。

［第一作者简介］何以鉴（1969.10-），男，广东怀集人，本科，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神经内科。

［通讯作者］何以鉴（Email：heyijian7397@163. com）。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9 年第 46 卷第 5 期 - 857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在 2~4 毫克之间，疗程三周。

1.2.2　观察组　佐匹克隆，方法：予以患者佐

匹克隆（批准文号：H20070069）进行口服治疗，初

始剂量为每天一次，单次剂量为 3 毫克。后可根据

患者疾病进展作一定剂量调整，最终单次剂量维持

在 3~6 毫克之间，疗程三周。

1.3　观察指标

观察评测 2 组精神分裂症睡眠障碍患者的 PSQI

评分、治疗有效率、不良反应发生率指标数据。PSQI

评分测评依据参照匹茨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患者

睡眠质量越佳，得分越低。疗效标准：PSQI 评分降幅

小于百分之二十五，视为无效；PSQI 评分降幅区间在

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四十九之间，视为进步；PSQI

评分降幅区间在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之间，视

为好转；PSQI 评分降幅大于百分之八十，视为治愈。

治疗有效率 =（进步 + 好转 + 治愈）/51*100％。

1.4　统计学处理

SPSS 21.0 软件统计数据，计数资料上，两组精

神分裂症睡眠障碍患者的治疗有效率、不良反应发

生率用“百分数”表示（卡方检验）；计量资料上，两

组精神分裂症睡眠障碍患者的 PSQI 评分用“x±s”

的方式表示（t 检验）；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 2 组精神分裂症睡眠障碍患者 PSQI 评

分

观察组治疗后 PSQI 评分（5.24±0.59）分低于对

照组且差别有显著意义（P<0.05），如表 1。
表1　对比2组精神分裂症睡眠障碍患者PSQI评分（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51 14.16±1.58 5.24±0.59

对照组 51 14.37±1.52 7.19±0.90

P值 - P<0.05 P<0.05

2.2　比较 2 组精神分裂症睡眠障碍患者临床效果

观察组治疗有效率（98 .04 ％）高于对照组

（84.31％）且差别有显著意义（P<0.05），如表 2。
表2　对比2组精神分裂症睡眠障碍患者临床效果［例（％）］

组别 无效 进步 好转 治愈 治疗有效率

观察组（例数=51） 1（1.96） 7（13.73）15（29.41）28（54.90） 50（98.04）

对照组（例数=51）8（15.69）14（27.45）22（43.14） 7（13.73） 43（84.31）

P值 - - - - P<0.05

2.3　比较 2 组精神分裂症睡眠障碍患者不良反

应发生率

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7.84％）低于对照组

（29.41％）且差别有显著意义（P<0.05），如表 3。
表3　对比2组精神分裂症睡眠障碍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例

（％）］

组别 头昏 嗜睡 头痛 静坐不能
不良反应
发生率

观察组（例数=51）2（3.92） 1（1.96） 1（1.96） 0（0.00） 4（7.84）

对照组（例数=51）5（9.80）6（11.76）2（3.92） 2（3.92） 15（29.41）

P值 - - - - P<0.05

3　讨论 
睡眠障碍表现为觉醒节律性紊乱、睡眠行为异

常、睡眠质量较差，精神分裂症患者往往伴有睡眠

障碍，如果处理不好，不仅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也对病情的康复产生不好的影响［3-5］，以往治疗精神

分裂症患者的睡眠障碍常采用氯硝西泮，虽可一定

程度上改善患者睡眠质量，但用药后不良反应较多，

且有成瘾的风险［6］。佐匹克隆等非苯二氮卓类镇静

催眠药不良反应少，成瘾性低，起效迅速，几乎没

有宿醉效应［7］，在临床工作中逐渐被广泛应用。

本研究发现：观察组 PSQI 评分、治疗有效率、

不良反应发生率均优于对照组且差别有显著意义

（P<0.05）。结果说明佐匹克隆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睡眠障碍效果更佳。本研究与王玉玲，张红亮，郭

志平等［8］学者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该文中随机将

130 例老年原发性失眠症患者分为对照组 65 例与治

疗组 65 例，前者采用艾司唑仑片，后者采用右佐匹

克隆，治疗组治疗后的 TESS（不良反应量表）评分

明显低于对照组且差别有显著意义（P<0.05）。

必须指出的是，影响睡眠的因素很多，抗精神

病药物往往也有不同程度的镇静作用，精神分裂症

患者的精神症状对睡眠也有影响，本研究无法完全

排除上述因素的干扰，但本研究初步说明：应用佐匹

克隆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睡眠障碍，可有效改善

患者的睡眠质量，而且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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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无亲和力，因此体重增加、嗜睡等副反应的发生

率较低［8］。喹硫平属于二苯西平类化合物，对 D2 等

亲和力中度，对 5-HT2、5-HT6、H1、α1、α2 的亲

和力均极高。相关医学学者深入研究了不同精神分

裂症动物模型［9］，发现喹硫平的抗精神病作用较强。

本研究发现：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一般精神病理、

阳性症状、阴性症状评分及 PANSS 总分均显著低于

治疗前（P<0.05）；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的一般精神病

理、阳性症状、阴性症状评分及 PANSS 总分之间的

差异均不显著（P>0.05）。氨磺必利组、喹硫平组患

者治疗的总有效率 90.0％（27/30）、86.7％（26/30）之

间的差异不显著（P>0.05）。氨磺必利组患者的不良

反应发生率 23.3％（7/30）显著低于喹硫平组 43.3％

（13/30）（P<0.05），和之前的医学研究结果一致，即

在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中，氨磺必利和喹硫平具有相当

的临床疗效，但是却具有不同的不良反应特点［10］。

本研究是一个初步研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

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疗效的因素很多，包括患者对

药物的反应的个体差异，社会支持等，本研究无法

完全控制全部因素。其次，参加本研究的患者不是

首发患者，既往治疗经历也会对本研究有一定影响，

但本研究初步说明：氨磺必利与喹硫平治疗精神分裂

症的疗效相当，但氨磺必利较喹硫平安全性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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