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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 rTMS辅助盐酸齐拉西酮片治疗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效果

赵玉香 、 李　恒 、 刘华辉 、 赵福涛 

【摘要】目的　研究高频 rTMS 辅助盐酸齐拉西酮片治疗老年精神分裂症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

取 2015 年 6 月 ~2018 年 8 月我院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 89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联合组（n=45）、药

物组（n=44）。药物组予以盐酸齐拉西酮片治疗，联合组予以盐酸齐拉西酮片、高频 rTMS 联合治疗。

对比两组疗效、不良反应、治疗前及治疗 2 个月后症状情况（阳性症状评分、阴性症状评分）、血

清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神经生长因子（NGF）水平。结果　

（1）疗效：联合组总有效率为 93.33％（42/45），较药物组 77.27％（34/44）高（P< 0.05）；（2）症状情

况：治疗 2 个月后两组阳性症状、阴性症状评分显著改善，且联合组低于药物组（P< 0.05）；（3）血

清 GFAP、BDNF、NGF 水平：治疗 2 个月后联合组血清 GFAP 水平低于药物组，血清 BDNF、NGF 水

平高于药物组（P< 0.05）；（4）不良反应：不良反应均为轻度，未影响治疗；联合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2.22％（1/45）与药物组 4.55％（2/44）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盐酸齐拉西酮片

联合高频 rTMS 对血清因子有显著调节作用，能进一步提高老年精神分裂症的疗效，且不良反应发

生率低，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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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生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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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ect of high frequency rTMS assistants ziprasido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in the treatment of 
senile patients with severe schizophrenia　　ZHAO Yuxiang，LI Heng，LIU Huahui，et al. Psychiatry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Zhumadian City，Zhumadian 46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ect of high frequency rTMS assistants ziprasido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in the treatment of senile severe schizophrenia. Methods　From June 2015 to August 2018，89 patients with 

severe schizophrenia in our hospital were enrolle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The drug group was treated with ziprasidone hydrochloride tablets（n=45），and the combin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ziprasido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and high frequency rTMS（n=44）. The efficacy，adverse reactions，

symptoms before treatment and 2 months after treatment（positive symptom score，negative symptom score），se-

rum 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GFAP），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nerve growth factor（NGF）

level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Results　（1）Efficacy：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3.33％（42/45）
in the combination group，which was higher than 77.27％（34/44）in the drug group（P<0.05）. （2）Symptoms：2 

months after treatment，positive and negative symptom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and the combin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e drug group（P<0.05）. （3）Serum GFAP，BDNF，NGF levels：serum GFAP levels in the com-

bined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drug group after 2 months of treatment，serum BDNF The level of NGF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drug group（P<0.05）. （4）Adverse reactions：all adverse reactions were mild and did not affect 

treatment；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combined group was 2.22％（1/45）and 4.55％ in the drug group

（2 /44）Contrast，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Ziprasidone hydrochloride 

［作者工作单位］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驻马店市第二人民医院）（驻马店，4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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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赵玉香（Email：125149754@qq. com）。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9 年第 46 卷第 6 期- 1010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精神分裂症是病因未明的一组精神疾病，多于

青壮年阶段呈缓慢或亚急性起病，临床表现为思维、

情感、感知觉障碍等，严重者致使精神残疾。药物

治疗是精神分裂症的首选治疗手段，常用药物有盐

酸齐拉西酮片、利培酮等，但有报道指出，单一应

用抗精神病药物对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改善欠佳，

且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机体功能衰退，治疗手段与

中青年阶段不同，对治疗安全性有更高要求［1-2］。高

频经颅重复磁刺激（rTMS）是新型神经调节技术，具

有无创、无痛、安全等优势，可通过感应电流调节

脑神经代谢及生理活动［3］。本研究旨在采用齐拉西

酮、高频 rTMS 联合治疗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从症

状改善及血清因子等多方面探讨其临床效果。现报

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5 年 6 月 ~2018 年 8 月我院老年精神分

裂症患者 89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联合组（n=45）、

药物组（n=44）。两组年龄、性别、病程、合并症、

受教育年限等基础资料均衡可比（P>0.05），见表 1。

本研究经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
表1　一般资料

资料 联合组（n=45） 药物组（n=44） χ2/t P

年龄（岁） 61~73（67.01±2.54）61~74（67.46±2.66）0.816 0.417

性别（男/女） 26/19 26/18 0.016 0.900

病程（个月） 3~26（14.51±5.31） 3~25（14.02±5.20） 0.440 0.661

合并症

　　高血压 16（35.56） 18（40.91） 0.270 0.603

　　高血脂 11（24.44） 11（25.00） 0.004 0.952

　　糖尿病 7（15.56） 6（13.64） 0.066 0.798

受教育年限（年）10~18（14.02±1.31） 9~18（13.58±1.54） 1.453 0.150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1）纳入标准：符合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4］；近

期内未接受抗精神病药物或其他治疗；阳性与阴性症

状量表（PANSS）评分≥ 60 分；年龄＞ 60 岁；家属知

情本研究并签署同意书。（2）排除标准：伴严重脑器

质性疾病、躯体疾病等；药物禁忌者；正服用可能影

响研究的心血管药物；有攻击行为、自杀倾向者；药

物或酒精依赖者。

1.3　方法

1.3.1　治疗方法　完善血常规、尿常规检查，

积极治疗合并症。（1）药物组予以齐拉西酮（国药

准字 H20070078）治疗，口服，80~120mg/ 次，2 次

/d，根据临床症状加减剂量。（2）联合组予以齐拉西

酮、高频 rTMS 联合治疗，齐拉西酮同药物组，高频

rTMS：rTMS 系统（DK-I 型），治疗部位选取左侧前

额叶背外侧皮，紧贴头皮放置“8”字型线圈。参数：

频率 10Hz；强度自 40％逐渐提高，30 串刺激，5s/

串，间隔 35s，共 1500 次，20min/ 次，1 次 /d，治疗

5d/ 周。均连续治疗 2 个月观察效果。

1 .3 .2　相关指标检测方法　非抗凝真空管取

晨空腹静脉血 5ml，室温静置，离心 10min（3000r/

min），取上层清液，-80℃保存。由相同专科高年资

检验医师以酶联免疫吸附法测血清脑源性神经营养

因子（BDNF）、神经生长因子（NGF）、胶质纤维酸

性蛋白（GFAP）水平。试剂及试剂盒符合实验要求，

严格按试剂盒说明说操作。

1.4　疗效标准［5］ 

根据 PANSS 评分系统评估疗效。临床治愈：

PANSS 评分降低≥ 75 ％；显效：PANSS 评分降低

50％~74％；有效：PANSS 评分降低 25％~49％；无

效：PANSS 评分降低＜ 25％。总有效率 =（临床治愈

+ 显效 + 有效）/ 总例数 ×100％。

1.5　观察指标 

（1）疗效；（2）两组治疗前及治疗 2 个月后均

以 PANSS 系统评估症状情况，分阳性症状（49 分）、

阴性症状（49 分），评分越高症状越严重；（3）对

比两组治疗前及治疗 2 个月后血清 GFAP、BDNF、

NGF 水平；（4）统计两组皮疹、嗜睡等不良反应。

1.6　统计学处理 

通过 SPSS 21.0 处理数据，计数资料（不良反应、

疗效）以 n（％）表示，行 χ2 检验，计量资料（阳性

症状、阴性症状、血清 GFAP、BDNF、NGF 水平）

以（x±s）表示，行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tablets combined with high-frequency rTMS have a significant regulatory effect on serum factors，which can further im-

prove the efficacy of severe schizophrenia in the elderly with low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and high safety.

【Key words】Ziprasidone hydrochloride tablets；High frequency rTMS；Schizophrenia；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

tein；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Nerve growth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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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血清 GFAP、BDNF、NGF 水平 

治疗前两组血清 GFAP、BDNF、NGF 水平对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2 个月后联合组

血清 GFAP 水平低于药物组，血清 BDNF、NGF 水平

高于药物组（P<0.05），见表 4。
表4　治疗前后两组血清指标对比（x±s，μg/L）

时间 组别 例数 GFAP BDNF NGF

治疗前 联合组 45 2.75±0.36 26.64±5.35 30.25±6.03

药物组 44 2.73±0.40 27.03±5.71 31.78±5.87

t 0.248 0.333 1.213

P 0.805 0.740 0.229

治疗2个月后 联合组 45 1.90±0.35 38.57±5.39 44.84±6.11

药物组 44 2.25±0.37 35.02±5.72 38.56±5.53

t 4.585 3.014 4.931

P 0.000 0.003 0.000

2.4　不良反应 

不良反应均为轻度，未影响治疗。联合组出现

皮疹 1 例，药物组出现皮疹 1 例，嗜睡 1 例。联合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2.22％（1/45）与药物组 4.55％

（2 /44）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 .000，

P=0.984）。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属精神科常见病，其病程久、易反

复，多数患者伴严重认知功能障碍，影响正常生活。

近年随生活节奏加快，社会竞争日益激烈，该疾病

发病人数逐年增多［6］。因此，寻找有效治疗手段成

为临床重点关注问题。

盐酸齐拉西酮片是吲哚类衍生物，为第 2 代非

典型抗精神病药，其结构与传统吩噻嗪类、丁酚类

抗精神病药物不同，能针对性抑制突触对 5- 羟色

胺、甲肾上腺素的再摄取，有效拮抗 5HT1D、5-HT2/

D2、多巴胺 D2 受体，也可激动 5HT1A，继而有效缓

解精神分裂症的症状［7］。但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受

生理机能退化影响，其对药物更加敏感，长期接受

抗精神分裂症药治疗会出现不同程度嗜睡、皮疹、

胃肠道反应等一系列不良反应，影响治疗依从性［8］。

高频 rTMS 是一种在 TMS 基础上改良的神经电生理

技术，通过电生理刺激原理可促使大脑细胞去极化，

重塑区域性大脑皮层功能区，且该技术具有无创、

非侵入性等优势，更适用于老年患者。学者陈静等［9］

指出，采用高频与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帕金森

病抑郁对改善睡眠障碍、阻滞、焦虑 / 躯体化等效

果显著，且高频治疗较低频治疗作用更强，效果更

持久。李益民等［10］报道，高频 rTMS 治疗精神分裂

症强迫症效果优于单纯药物治疗，且能改善精神分

裂症患者阴性症状。本研究将齐拉西酮、高频 rTMS

联合应用于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中，结果发现，

联合组总有效率为 93.33％高于药物组，且治疗 2
个月后联合组阳性症状、阴性症状评分低于药物组

（P<0.05），这与学者侯志增［11］研究结果一致，证实

该治疗方案疗效显著，能进一步改善老年精神分裂

2　结果

2.1　疗效 

联合组总有效率为 93.33％，较药物组 77.27％

高（P<0.05），见表 2。

2.2　症状情况 

治疗前两组阳性症状、阴性症状评分对比，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2 个月后两组阳性

症状、阴性症状评分显著改善，且联合组低于药物

组（P<0.05），见表 3。
表2　疗效n（％）

组别 例数 临床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联合组 45 9（20.00） 26（57.78） 7（15.56） 3（6.67） 42（93.33）

药物组 44 5（11.36） 17（38.64）12（27.27）10（22.73）34（77.27）

χ2 4.601

P 0.032

表3　治疗前后两组症状情况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阳性症状

t P
阴性症状

t P
治疗前 治疗2个月后 治疗前 治疗2个月后

联合组 45 31.29±2.06 10.56±2.11 47.158 0.000 32.17±2.55 11.38±2.24 41.090 0.000

药物组 44 32.01±2.57 12.78±2.34 36.700 0.000 32.56±2.79 14.59±2.65 30.978 0.000

t 1.460 4.703 0.689 6.177

P 0.148 0.000 0.493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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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患者临床症状。rTMS 通过电生理刺激可激发脑实

质形成感应电流，刺激神经元，调节脑皮质兴奋性，

继而改善相关区域脑皮层功能，影响神经递质表达，

二者联合应用可起到协同增效作用，对进一步提高

疗效，改善症状具有积极作用。

此外，本研究还进一步对血清因子进行研究发

现，治疗 2 个月后联合组血清 GFAP 水平低于药物

组，血清 BDNF、NGF 水平高于药物组（P<0.05）。

NGF 属神经营养素家族主要组成部分，由海马体、

皮层生成，具有促进神经突触生长、营养神经元双

重生物学作用。学者张敏敏等［12］研究发现，精神分

裂症患者血清 NGF 水平降低显著，且与神经损伤程

度关系密切。BDNF 是一种脑内合成蛋白，广泛分

布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对神经元的分化、生长发育

及存活具有关键作用。GFAP 多分布在中枢神经系统

星形胶质细胞内，正常情况外周系统几乎无法检出，

但神经系统损害后可释放入血。相关研究证实，精

神分裂症阴性症状评分与 GFAP 血清水平呈正相关，

与 BDNF 血清水平呈负相关，其与精神分裂症的发

病、转归具有密切关系［13］。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盐

酸齐拉西酮片联合高频 rTMS 治疗老年精神分裂症可

显著改善血清 GFAP、BDNF、NGF 水平，且不良反

应少，安全性高。

综上可知，盐酸齐拉西酮片联合高频 rTMS 对血

清因子有显著调节作用，能进一步提高老年精神分

裂症的疗效，且不良反应发生率低，安全性高。但

本研究未对盐酸齐拉西酮片、高频 rTMS 联合方案调

节血清 GFAP、BDNF、NGF 水平的具体机制进行研

究，后期需进一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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