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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磺必利与喹硫平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

陈　春 1 、 刘建农 2 、 张栋进 1 、 黄小燕 1

【摘要】目的　比较氨磺必利与喹硫平治疗精神分裂症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随机选取 2016

年 8 月 ~2018 年 8 月我院精神分裂症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氨磺必利组（30 例）和喹硫平组（30 例），

比较两组患者的 PNASS 评分、临床疗效、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一般精

神病理、阳性症状、阴性症状评分及 PANSS 总分之间无明显差异（P> 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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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组间没有差

异；氨磺必利组和喹硫平组的总有效率无明显差异（P> 0.05）。氨磺必利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23.3％

（7/30）显著低于喹硫平组 43.3％（13/30）（P< 0.05）。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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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应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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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misulpride and quetiapine in 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CHEN Chun，LIU Jiannong，ZHANG Dongjin，et al. Suzhou wujiang district mental rehabilitation hospital，Su-
zhou 2152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misulpride and quetiapine in the treatment of schizo-

phrenia. Methods　Sixty cases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16 to August 2018 were se-

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the amisulpride group（30 cases）and the quetiapine group（30 cases）. The 

PNASS scores，clinical efficacy，occurrances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There were no difference in general psychopathology，positive symptoms，and negative symptom scores and 

total scores of PANS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After treatment，the general psychopathology，positive symp-

toms，negative symptom scores and PANSS scores in both of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an before treatment

（P<0.05），there ar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The difference of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between the ami-

sulpride group（90.0％）and quetiapine group（86.7％）was not difference（P>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

tions of the amisulpride group （23.3％）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quetiapine group（43.3％）（P<0.05）. Conclu-
sion　Amisulpride is equivalent to quetiapine in 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but amisulpride is safer than quetiap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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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常见的严重精神疾病之一［1］。第

二代抗精神病药是治疗的首选 ［2］。氨磺必利、喹硫

平均属于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均具有较好的疗效

与安全性［3，4］。本研究对比分析了氨磺必利与喹硫平

治疗精神分裂症的疗效和安全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 2016 年 8 月 ~2018 年 8 月我院精神分

裂症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 2 组：一组氨磺必利组（30
例），一组喹硫平组（30 例）。氨磺必利组患者中男

性 14 例，女性 16 例，年龄 18~60 岁，平均（39.5±

6.8）岁；首次发病年龄 15~37 岁，平均（23.8±6.5）

岁；病程 1~10 年，平均（5.6±1.2）年；受教育年限

3~17 年，平均（10.2±1.6）年。喹硫平组患者中男

性 15 例，女性 15 例，年龄 19~60 岁，平均（40.2±

7.5）岁；首次发病年龄 16~37 岁，平均（2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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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病程 2~10 年，平均（6.1±1.4）年；受教育年限

4~17 年，平均（10.8±1.7）年。两组患者的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均不显著（P>0.05）。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治疗前均具有正常的血常规、血

糖、心电图等；2）均符合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5］；

3）均知情同意。排除标准：1）近 3 个月内服用过氨

磺必利与喹硫平；2）有严重器质性疾病；3）近 1 年

内有药物依赖或酒依赖。

1.3　方法

氨磺必利组患者接受氨磺必利治疗，让患者

口服 100mg 氨磺必利（国药准字 H20113230），每

天 2 次，1 周内依据患者实际病情将剂量逐渐增加

到 400~600mg，每天 2 次，1 周为 1 个疗程，共治

疗 4 个疗程；喹硫平组患者接受喹硫平治疗，让患

者口服 100mg 喹硫平（国药准字 H20030742），每天

2 次，1 周内依据患者的实际病情将剂量逐渐增加到

300~400mg，每天 2 次，1 周为 1 个疗程，共治疗 4
个疗程。治疗期间督促患者禁用其他抗精神病药物。

如果患者失眠，则让其睡前口服适量地西泮片；如果

患者心动过速，则让其口服普萘洛尔片；如果患者有

椎体外系副反应，则让其口服苯海索片。

1.4　观察指标

治 疗 前 后 分 别 采 用 阳 性 与 阴 性 症 状 量 表

（PANSS）对两组患者的精神病理症状进行评价，内

容包括一般精神病理、阳性症状、阴性症状［6］。同

时，统计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5　疗效评定标准

依据 PANSS 减分率，0~29％评定为无效、30％

~59％评定为进步、60％~79％评定为显著进步，

80％~100％评定为痊愈［7］。

1.6　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用（x±s）表示，用 t 检验；计数资料

用率表示，用 χ2 检验。采用 SPSS21.0，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PNASS 评分变化情况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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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PNASS评分变化情况比较（分，x±s）

组别 时间 一般精神病理 阳性症状阴性症状 总分

氨磺必利组（n=30）治疗前 34.2±7.5 27.4±5.6 21.2±7.3 83.6±13.4

治疗后 20.2±8.3 12.9±3.6 12.9±4.0 44.0±9.2

喹硫平组（n=30） 治疗前 36.6±8.0 28.0±6.3 19.9±5.3 85.5±13.4

治疗后 18.7±9.4 11.1±4.5 13.7±3.5 42.2±11.8

2.2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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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痊愈 显著进步 进步 无效 总有效

氨磺必利组（n=30）9（30.0） 8（26.7） 10（33.3）3（10.0）27（90.0）

喹硫平组（n=30） 8（26.7） 9（30.0） 9（30.0） 4（13.3）26（86.7）

χ2 1.32

P >0.05

2.3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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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例/％）

组别 恶心及胃不适 椎体外系副反应 嗜睡 头晕 口干 心电图改变 体重增加 总发生

氨磺必利组（n=30） 1（3.3） 1（3.3） 1（3.3） 1（3.3） 1（3.3） 1（3.3） 1（3.3） 7（23.3）

喹硫平组（n=30） 1（3.3） 3（10.0） 2（6.7） 2（6.7） 2（6.7） 2（6.7） 1（3.3） 13（43.3）

χ2 13.34

P <0.05

3　讨论

氨磺必利能够选择性拮抗多巴胺 D2、D3 受体，

从而有效改善精神分裂症阳性症状；低剂量能够中断

负反馈机制，将突触前 D3/D2 受体优先阻断，促进

前额叶皮质中 DA 的释放从而改善精神分裂症阴性

症状。氨磺必利对肾上腺素能、5- 羟色胺等神经受

体具有较低的亲和力，对 D1、D4、D5 受体亚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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