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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伏沙明合并利培酮治疗强迫性障碍的疗效和安全性

孔惠婷 、 肖一妙 、 郑珺珺 、 王　晶

【摘要】目的　探讨氟伏沙明合并利培酮对强迫性障碍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期间我院 120 例强迫性障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不同治疗方案进行分组，

对照组 60 例强迫性障碍症患者仅马来酸氟伏沙明治疗，而观察组 60 例强迫性障碍症患者在对照组

治疗基础上联合利培酮治疗，比较两组疗效和不良反应。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6.67％，高于对

照组 85.00％（P< 0.05）。两组患者治疗前 Y—BOCS 和 HAMA 评分无明显差异（P> 0.05），治疗 4W、

8W 后两组患者都改善，且观察组各项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

以及 TESS 评分均无明显差异（P> 0.05）。结论　氟伏沙明联合利培酮对强迫性障碍患者具有更好的

疗效，且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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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fluvoxamine combined with risperidone in patients with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KONG Huiting，XIAO Yimiao，ZHENG Junjun，et al. The Fifth People's Hospital of Luoyang，Luoyang 
47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fluvoxamine combined with risperidone in the treat-

ment of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Methods  120 patients with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7 to Dec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the control group（n=60）were treated only 

with fluvoxamine，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n=60）were treated with fluvoxamine combined with risperidon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96.67％）was higher than that（85.00％）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Before treatment，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Y-BOCS and HAMA scores between two groups；After 4W and 8W of treatment，the Y-BOCS and HAMA scores in 

both of two group were decrease（P<0.05），and the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dverse reaction rate and TESS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Fluvoxamine combined with risperidone can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in pa-

tients with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with high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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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性障碍是常见的精神疾病，对患者的日常

生活能力及社会功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1-3］。目前主

要使用 SSRIs 类药物治疗，有研究指出，在 SSRIs 类

药物基础上联合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可以增

加疗效［4-5］。因此，本文探讨氟伏沙明合并利培酮对

强迫性障碍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选取 2017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期间

我院 120 例门诊及住院强迫性障碍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按照不同治疗方案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

各纳入 60 例。纳入标准：①经临床检查均符合《中

国精神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中（CCMD-3）强迫

症的相关诊断标准［6］；② Y—BOCS 评分在 17 分以

上；③排除合并强迫性疾病及其他精神系统严重疾病

者；④患者及家属对本次实验内容、目的知晓，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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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风险，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并报经伦理学组织

委员会批准。排除标准：①伴有严重躯体疾病患者［7］；

②对本次治疗药物过敏或存在禁忌症者；③治疗依从

性较差，无法积极配合治疗者。其中，观察组：男女

比率 33：27，年龄 17～56（34.8±8.9）岁；病程 6～24
（8.1±2.6）个月；对照组：男女比率 35：25，年龄

16～56（35.1±8.7）岁；病程 6～26（8.3±2.7）个月。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行统计学数据分析，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P>0.05，具客观研究对比价值。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予以为期 8d 的药物清除，观察组患

者予以马来酸氟伏沙明治疗，用药方式：口服。初起

时用药剂量为 50mg/d，根据患者个体病情变化可考

虑适当加大用药量，用量可增至 100～300（169.12±
29.41）mg/d，同时给予口服利培酮分散片治疗，初

起时药物剂量为 1mg/d，根据患者个体病情变化可考

虑适当加大用药量，用量可增至 2～4（2.08±0.75）

mg/d；对照组患者予以马来酸氟伏沙明治疗，初起

时药物剂量为 50mg/d，根据患者个体病情变化可考

虑适当加大用药量，用量可增至 100～300（164.52±
30.12）mg/d。在此治疗期间，对于失眠者予以苯二

氮䓬类药物治疗，患者睡眠状态得以有效改善。无

严重药物不良反应，无需进行特殊治疗。两组患者

所采用的马来酸氟伏沙明用量无明显差异。治疗期

间，对两组患者血、尿常规、肝肾功能以及心电图

等综合指标进行定期检测。 

1.3　观察指标及疗效评定  

（1）分别在治疗前后使用 Y-BOCS 量表和

HAMA 量表评定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 4W、8W

的 Y-BOCS、HAMA 评分情况；（2）采用副反应量

表（TESS）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 4W、8W 的

TESS 评分进行评定；（3）以 Y-BOCS 有效率为标

准对两组临床疗效进行评定。无效：疗效指数低于

25％；进步：疗效指数在 25％～50％之间；显著进

步：疗效指数在 51％～75％之间；痊愈：疗效指数在

75％以上。总有效率 =（痊愈 + 显著进步）/ 总例数

×100％。对两组临床疗效进行对比分析。

1.4　统计学方法   

文中所涉数据均采用 SPSS17.0 展开统计学处

理，组间计量资料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 Y-BOCS

评分、HAMA 评分以及 TESS 评分等指标采用（x±s）

表示，进行 t 检验，计数资料两组临床治疗有效率

及不良反应率均采用［n（％）］表示，进行χ2 检验，

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后，对照组痊愈 13 例，占比 21.67％；显著

进步 15 例，占比 25％；进步 23 例，占比 38.33％；

无效 9 例，占比 15％；总有效率为 85％（51/60）；观

察组痊愈 22 例，占比 41.67％；显著进步 21 例，占

比 35％；进步 15 例，占比 25.00％；无效 2 例，占比

3.33％；总有效率为 96.67％（58/60）。两组疗效具

显著性差异（P<0.05）。可见，马来酸氟伏沙明合并

利培酮分散片治疗效果更为显著，见表 1。
表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痊愈 显著进步 进步 无效
总有
效率

对照组（n=60）13（21.67） 15（25.00） 23（38.33） 9（15.00） 85.00

观察组（n=60）22（41.67） 21（35.00） 15（25.00） 2（3.33） 96.67

χ2 4.904

P 0.027

2.2　两组 Y-BOCS、HAMA 评分比较  

治疗前，比较两组 Y-BOCS、HAMA 评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4W、8W，两组患

者的 Y-BOCS、HAMA 评分均明显降低，且观察组

降低幅度均明显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具统计

学意义（P<0.05）。可见，应用马来酸氟伏沙明合并

利培酮分散片治疗有利于改善强迫性障碍患者的强

迫症症状及焦虑症状，提升疗效，促使患者早日康

复，见表 2、表 3。
表2　两组Y-BOC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4W 治疗后8W

对照组 60 29.87±4.28 19.41±3.23 13.16±3.81

观察组 60 29.12±4.18 17.27±3.65 10.06±4.88

t 0.971 3.401 3.879

P 0.334 0.000 0.000

表3　两组HAMA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4W 治疗后8W

对照组 60 17.86±2.82 11.89±1.61 8.42±2.40

观察组 60 17.64±2.80 10.49±1.98 6.99±1.67

t 0.429 4.249 3.767

P 0.669 0.000 0.000

2.3　两组患者 TESS 评分比较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 4W、8W 后的 TESS 评分均

无显著性差异，不具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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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两组患者TES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治疗后4W 治疗后8W

对照组 60 3.21±1.41 2.39±1.35

观察组 60 3.13±1.35 2.08±1.27

t 0.317 1.296

P 0.752 0.198

2.4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率比较  

治疗过程中，对照组出现头晕头痛 4 例，失眠 3
例，震颤 2 例，便秘 2 例，胃肠道反应 3 例，不良反

应率为 23.33％（14/60）；观察组头晕头痛 3 例，失眠

3 例，震颤 1 例，便秘 2 例，胃肠道反应 3 例，不良

反应率为 20％（12/60）。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χ2=0.196，P=0.658）。

3　讨论

强迫性障碍疾病多采用药物加上心理治疗，治

疗周期长，疗效差，严重影响患者的社会功能，对

于家庭和社会也带来损害［8-10］。选择性 5-TH 回收抑

制剂（SSRIs）是目前最常用的治疗药物。但很多研

究表明，单用 SSRIs 治疗强迫性障并不能取得理想的

效果。而联合非典型抗精神病药可以提高疗效［11-14］。

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总有效率（96.67％）明显

优于对照组（85.00％）。治疗前，两组 Y-BOCS 及

HAMA 评分没有明显差异；治疗 4W、8W 后，两组

的 Y-BOCS 及 HAMA 评分均明显降低，且观察组降

低幅度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可见，马来酸氟

伏沙明联合利培酮分散片治疗可有效缓解强迫性障

碍患者的强迫症状，有利于恢复患者的社会功能。

而且观察组在情绪症状改善方面也具有优势。本研

究还发现：两组患者治疗后 4W、8W 的 TESS 评分没

有明显差异。本研究与孔凡存，程延丽等研究结果

一致［15］。

尽管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观察时间也比较短，

但本研究初步说明：氟伏沙明联合利培酮对强迫性障

碍患者具有更好的疗效，且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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