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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氮平联合氨磺必利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效果及其对睡眠和认知功能的影响

张志勇 、 原富强 、 程德君

【摘要】目的　探讨奥氮平联合氨磺必利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效果及其对睡眠和认知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 201� 年 1 月 ~201� 年 1 月我院治疗的 �0 例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40 例，

对照组接受奥氮平治疗，观察组接受奥氮平联合氨磺必利治疗。治疗 � 周，比较两组治疗效果及安

全性。结果　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 0.0�）；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蒙特利尔认知评

估量表（MoCA）评分、简易精神状态评价量表（MMSE）评分均高于对照组，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

（PANSS）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 0.0�），而观察组患者的总睡眠时间、睡眠效率均高于对照组，睡

眠潜伏期均低于对照组（P< 0.0�）；治疗后观察组患者心理社会评分、动力和精力评分、症状和不良

反应评分均低于对照组；两组患者药物相关不良反应总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P> 0.0�）。结论　奥氮

平联合氨磺必利治疗精神分裂症疗效显著，可明显改善患者睡眠质量、认知功能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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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olanzapine combined with amisulpride i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sleep 
quality and cognitive function　　ZHANG Zhiyong，YUAN Fuqiang，CHENG Dejun.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xiang Medical College，Xinxiang 45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olanzapine combined with amisulpride i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sleep quality and cognitive function. Methods　80 cases of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40 cases）and control group（40 cases）. The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by 

olanzapine，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by olanzapine combined with amisulpride.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safety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treatment，the scores of MoCA and MM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score of PANSS for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total sleep time and sleep efficien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leep laten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core of psychosocial，mo-

tivation and energy，symptoms and adverse reactions for the observation group at the end of the treatment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 untoward effect rat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It has prominent clinical effects of olanzapine combined with amisulpride in pa-

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t can improve the sleep quality，cognitive function and living quality.

【Keywords】Schizophrenia；Olanzapine；Amisulpride；Sleep quality；Cognitive function 

精神分裂症是常见的精神疾病，严重影响患者

的身心健康和社会功能［1］。极大的增加了家庭和社

会负担［2］。因此，促进患者各项功能的恢复是十分

有必要的。本研究探讨了奥氮平联合氨磺必利治疗

精神分裂症的效果及其对睡眠和认知功能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 2018 年 1 月 ~2019 年 1 月我院进行治疗的

［作者工作单位］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新乡，4��000）。

［第一作者简介］张志勇（1�7�.10-），男，河南周口人，本科，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精神病与精神卫生。

［通讯作者］张志勇（Email：fgzhzhy417@1��.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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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例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研究。依据随机对照原

则分为每组 40 例。观察组男性 22 例，女性 18 例，年

龄为 22~58 岁，平均年龄为（41.85±6.83）岁，病程 6
个月 ~2 年，平均（1.37±0.44）年；对照组男性 23 例，

女性 17 例，年龄为 22~59 岁，平均年龄为（41.96±

6.95）岁，病程 6 个月 ~2 年，平均（1.38±0.47）年。

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等无统计学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奥氮平治疗：奥氮平 5mg/ 次，1 次

/d，初始剂量为 10mg/ 次，逐步增加剂量至 20mg/ 次，

日最高剂量不超过 20mg。共治疗 8 周。

观察组接受奥氮平联合氨磺必利治疗：奥氮平

用药方法和剂量与对照组一致；氨磺必利 100mg/ 次，

2 次 /d，初始剂量为 100mg/ 次，逐步增加剂量至

400mg/ 次，日最高剂量不超过 800mg。共治疗 8 周。

两组治疗期间均禁用医嘱以外的药物，辅助进

行认知功能锻炼，合理安排作息时间。

1.�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疗程结束时治疗效果、不同时间

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评分、简易精神状

态评价量表（MMSE）评分、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

（PANSS）评分、睡眠质量监测结果、精神分裂症生

活质量量表（SQLS）评分变化情况以及药物相关不

良反应情况。

治疗效果评价标准［3］：显效：PANSS 评分下降

80％以上；有效：PANSS 评分下降 50％~79％；无效：

未达到上述标准；总有效 = 显效 + 有效。

MoCA 评分［4］用于评估患者认知功能，涉及视空

间执行能力、记忆、命名、注意等 8 项内容，最高

分为 30 分，评分越低表示认知功能越差。

MMSE 评分［5］用于评估患者的认知功能，涉及

记忆力、计算力、注意力等 5 项内容，最高分为 30
分，＜ 27 表示存在认知功能障碍，评分越低表示认

知障碍越严重。

PANSS 评分［6］用于评估精神分裂症严重度，包

括阳性量表、阴性量表两个方面，总分为 98 分，评

分越高表示精神分裂症状越严重。

睡眠质量［7］使用 Amblaga TM-60 型多导睡眠监

测系统（美国）对患者夜间睡眠情况进行描记，具体

导联包括眼动图 2 导、脑电图 8 导、颌下肌电 1 导，

各电极均采用丙酮脱脂火棉胶和 2cm×2cm 医用胶

带固定。记录多导睡眠图中夜间总睡眠时间、睡眠

效率及睡眠潜伏期。

SQLS 评分［8］用于评估患者的生活质量，涉及

心理社会、动力和精力、症状和不良反应 3 个方面，

评分越高表示该项生活质量越差。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处理用 SPSS 17.0 软件，计数资料用百分

率（％）表示，组间比较采取 χ2 检验，计量资料用

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取 t 检验，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疗程结束时治疗效果对比

观察组患者疗程结束时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

组，差异显著（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疗程结束时治疗效果对比［n，％］

分组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n=40）27（67.50％）11（27.50％） 2（5.00％） 38（95.00％）*

对照组（n=40）19（47.50％）12（30.00％）9（22.50％） 31（77.50％）

注：与对照组对比，*P<0.05。

2.2　两组不同时间 MoCA 评分、MMSE 评分、

PANSS 评分对比

两组患者疗程结束时 MoCA 评分、MMSE 评分

均高于同组治疗开始时，PANSS 评分均低于同组治

疗开始时，差异显著（P<0.05）；观察组患者疗程结

束时 MoCA 评分、MMSE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ANS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见表 2。
表2　两组不同时间MoCA评分、MMSE评分、PANSS评分对

比［分，x±s］

分组 时间 MoCA评分 MMSE评分 PANSS评分

观察组（n=40） 治疗开始时 23.22±2.06 24.62±3.26 75.41±7.43

疗程结束时 27.83±3.56△* 27.26±3.22△* 47.14±5.65△*

对照组（n=40） 治疗开始时 23.25±2.18 24.66±3.18 75.33±7.51

疗程结束时 25.02±3.43△ 25.88±3.31△ 51.47±5.88△

注 ：与同组治疗前对比，△P<0 .05，与对照组对比，
*P<0.05。

2.�　两组不同时间睡眠质量监测结果对比

两组患者疗程结束时总睡眠时间、睡眠效率均

高于同组治疗开始时，睡眠潜伏期均低于同组治疗

开始时，差异显著（P<0.05）；观察组患者疗程结束

时总睡眠时间、睡眠效率均高于对照组，睡眠潜伏

期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见表 3。

2.4　两组不同时间 SQLS 评分对比

两组患者疗程结束时心理社会评分、动力和精

力评分、症状和不良反应评分均低于同组治疗开始

时，差异显著（P<0.05）；观察组患者疗程结束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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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社会评分、动力和精力评分、症状和不良反应评

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见表 4。
表3　两组不同时间睡眠质量监测结果对比［x±s］

分组 时间
总睡眠 

时间（min）
睡眠 

效率（％）
睡眠潜伏期

（min）

观察组（n=40）治疗开始时 369.36±22.17 81.97±6.73 32.21±2.34

疗程结束时 442.62±24.96△* 95.65±7.44△* 27.64±1.88△*

对照组（n=40）治疗开始时 369.85±22.43 82.04±6.85 32.18±3.15

疗程结束时 405.58±20.45△ 86.85±7.08△ 29.79±2.09△

注 ：与同组治疗前对比，△P<0 .05，与对照组对比，
*P<0.05。

表4　两组不同时间SQLS评分对比［分，x±s］

分组 时间 心理社会 动力和精力
症状和 

不良反应

观察组（n=40）治疗开始时 29.27±4.95 21.82±3.63 23.81±3.83

疗程结束时 22.79±3.04△* 15.05±2.06△* 17.21±2.01△*

对照组（n=40）治疗开始时 29.22±4.71 21.79±3.58 23.78±3.79

疗程结束时 26.55±4.11△ 18.22±2.44△ 20.07±2.26△

注 ：与同组治疗前对比，△P<0 .05，与对照组对比，
*P<0.05。

2.�　两组患者药物相关不良反应对比

两组患者药物相关不良反应总发生率并无统计

学差异（P>0.05），见表 5。
表5　两组患者药物相关不良反应对比［n，％］

分组 失眠 便秘 心动过速 低血压 合计

观察组（n=40） 2（5.00％） 2（5.00％） 2（5.00％）1（2.50％）7（17.50％）

对照组（n=40） 2（5.00％） 1（2.50％） 1（2.50％）1（2.50％）5（12.50％）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了，目前多认

与多巴胺系统有关［9］。精神分裂症患者多存在不同

程度的认知功能障碍、思维障碍、情感障碍、睡眠

障碍等，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若不能进行控制容

易加重病情［10］。

奥氮平是第二代抗精神病药，其主要作用机制

为通过作用 5- 羟色胺、多巴胺系统来产生抗精神病

效果［11］。奥氮平口服后吸收迅速，能够在 5h 内达到

血药峰值，半衰期也较长 ［12］。但不良反应也很突出，

在改善患者认知功能方面效果难以令人满意［13］。氨

磺必利也是第二代抗精神类药物，能够通过选择性

拮抗多巴胺 D2 受体和多巴胺 D3 受体影响大脑中多

巴胺的传递［14］。低剂量氨磺必利可阻断突触前 D3/

D2 受体，中断负反馈机制并消除突触前抑制，促使

前额叶皮质和边缘系统中的多巴胺被释放，产生治

疗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的效应；而高剂量氨磺必利

则可选择性阻断边缘系统中部的突触后多巴胺受体，

产生治疗精神分裂症阳性症状的效应［15］。氨磺必利

口服后吸收迅速、选择性强、不良反应少，是治疗

精神分裂症的有效药物［16］。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疗程结束时治疗

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ANS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可见将奥氮平与氨磺必利联用有良好的协同增效作

用，可明显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阳性和阴性症状，

提高治疗效果。认知功能损害是精神分裂症的核心

症状之一，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疗程结束时 MoCA 评

分、MMSE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则表明在奥氮平基础

上使用氨磺必利能够提高对患者认知功能的改善作

用，可促进患者逐步回归社会。精神分裂症常合并

睡眠障碍，生活质量也下降明显。本研究中观察组

患者疗程结束时总睡眠时间、睡眠效率均高于对照

组，睡眠潜伏期以及 SQLS 各项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也证实了奥氮平与氨磺必利联用能够改善患者睡眠

障碍情况，促进生活质量提高。另外，在安全性方面，

两组患者药物相关不良反应总发生率并无统计学差

异，表明加用氨磺必利并不会明显增加不良反应。

本研究是初步研究，样本量小，观察时间短，

没有观察联合治疗的长期疗效和不良反应。后续需

要进行长期的观察，总之，奥氮平联合氨磺必利治

疗精神分裂症短期疗效显著，可明显改善患者睡眠

质量、认知功能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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