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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哌啶醇联合心理干预对小儿抽动症的疗效观察

张　宏 1 、 马　宁 2 、 况　琦 1

【摘要】目的　探讨氟哌啶醇联合心理治疗对小儿抽动症患者的疗效。方法　选择本院 2016 年

2 月～2019 年 8 月 80 例抽动症患儿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给予氟哌啶醇治疗，观察组

在此药物基础上开展心理治疗，连续治疗 8 周。治疗前后评价耶鲁综合抽动严重程度量表（YGTSS）

以及儿童自我意识量表（PHCSS），参照 YGTSS 评分改善率比较两组综合疗效。结果　两组治疗

后 YGTSS 评分均显著降低，PHCSS 评分显著升高，且治疗后观察组 YGTS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PHCSS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两组不良反

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氟哌啶醇联合心理治疗对小儿抽动症患者能够进一步

帮助患儿提升自我意识，减轻抽动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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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ect of haloperidol combined with psychotherapy in children with Tic disorder 
　　ZHANG Hong，MA Ning，KUANG Qi.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haloperidol combined with psychotherapy in children with 

tic disorder. Methods　Eighty cases of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tic disorder from February 2016 to August 2019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haloperidol，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psychological treatment based on this drug for 8 weeks. The Yale syndrome severity scale（YGTSS）and 

the children's self-awareness scale（PHCSS）were evaluat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and the comprehensive ef-

ficacy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YGTSS scores in both groups were signifi-

cantly reduced，and the PHCSS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 treatment，the YGTSS scores in the observa-

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PHCSS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in th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  0.05）. Conclusion　Haloperidol combined with psychotherapy can achieve better clinical effects in 

treating tic disorders in children，help children improve their self-awareness and reduce the severity of tics.

【Key words】Haloperidol；Psychological treatment；Tics in children

抽动症又称抽动障碍，2~15 岁儿童最为常见，

男性发病率高于女性。以单组或多组无意识地肌肉

反复抽动、发声障碍为主要临床特征，对患儿生

活、学习以及心理健康、社会功能的发展造成严重

影响［1］。抽动症目前以药物治疗为主，其中氟哌啶

醇运用较为广泛，短期疗效确切，但耐受性差、不

良反应较多，而且 Bjorklund 等［2］报道药单纯物治疗

有效率仅为 56％~83％，有待进一步提升。因此本

研究纳入 80 例抽动症患儿为研究对象，开展单纯氟

哌啶醇治疗以及氟哌啶醇联合心理治疗的疗效对比，

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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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本院 2016 年 2 月～2019 年 8 月 80 例抽动

症患儿为研究对象，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对照

组给予氟哌啶醇治疗，观察组在此药物基础上开展

心理治疗，连续治疗 8 周。对照组男 30 例，女 10 例；

年龄 6～12 岁，平均（8.87±1.21）岁；病程 3～14 个

月，平均（6.22±1.21）个月；观察组男 31 例，女 9
例；年龄 6～13 岁，平均（8.78±1.06）年。两组一般

资料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比较意义。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1）纳入标准：均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

（ICD-10）［3］中抽动症诊断标准［3］；年龄 6～14 岁；入

组前无精神药物或规范化心理治疗史；肝、肾、心、

肺等功能基本正常；既往无精神疾病史；家属对本研

究知情同意。（2）排除标准：合并其他严重躯体疾病

或精神疾病；具有氟哌啶醇禁忌症；抽动症症状不明

显。

1.3　方法

对照组给予氟哌啶醇治疗，口服氟哌啶醇片，

初始服用剂量为 1mg/ 次，每天 1 次，7d 后可逐渐增

量至 2mg/ 次。同时口服维生素 B 6 2 mg/（kg·d）、硫

酸镁 0.5 mg/（kg·d），以减轻氟哌啶醇副作用。

观察组在此药物基础上开展心理治疗，连续治

疗 8 周。包括（1）轻作业训练：进行沙盘游戏：选择

湿或干沙盘各一份，医生引导患儿接触沙子，感受

抚摸体验沙子，要求患儿根据自己的想法自由制作

沙盘作品，医生与患儿欣赏、体验作品，医生询问

其沙画场景代表的意义，医生耐心倾听患儿述说并

给予指导；（2）心理辅导：先与单独谈话约 10 min，

以倾听为主，了解患儿的情感需求、烦恼，适当提

出例如“帮医生拿下水杯”、“帮我找一下图纸”等并

给予糖果鼓励，以建立起医患间的信任关系；之后要

求家长参与，当患儿忍住皱眉、眨眼、耸肩等动作

时，医生与家长一起给予拥抱、击掌等鼓励，让患

儿感受到控制症状带来的好处；（3）习惯反转训练：

①察觉训练：要求患儿观察镜子中的自己，医生指

出其动作及冲动行为，直到患儿注意到不良行为；学

会辨识该类动作冲动、感觉或预兆；②鼓励其发展竞

争性反应：例如伸舌头的抽动行为通过撅嘴对抗；拔

头发时下意识紧握拳头或双手互相紧握进行对抗；③

发展新技能：例如发声秽语较严重者可以教授其诗朗

诵，唱儿歌等进行缓解；四肢抽动者学习足球、舞蹈

等改善症状，同时起到转移注意力，提高认知能力

的作用。心理治疗为期 8 周，每周治疗 2 次。

1.4　观察指标

治疗前、治疗 8 周后评价功能、症状指标。耶

鲁综合抽动严重程度量表（YGTSS）［4］评价病情严重

程度，该量表包含语言、运动两个维度共 10 个项

目，每个维度均包括类型、频率、强度、干扰程度、

复杂程度，均根据症状由轻到重评分 0-5 分，总分

50 分，＞ 25 分表示中度及以上抽动症；采用儿童自

我意识量表（PHCSS）［5］评价自我意识：该量表共包

含智力、行为、学习情况、焦虑、幸福与满足、合

群等 6 项，共 80 分，分值越高自我意识越强。综合

疗程：参照 YGTSS 评分改善率，即（治疗前－治疗

后）/ 治疗前·100％，YGTSS 评分改善率＞ 80％、

50％-80％、30％-49％，＜ 30％分别判定为痊愈、

显效、有效、无效。记录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

况。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2.00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以 “％”表

示，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 “x±s”表示，采用 t
检验，当 P<0.05 时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功能、症状量表比较

两组治疗后 YGTSS 评分均显著降低，PHCSS 评

分显著升高，且治疗后观察组 YGTSS 评分显著低于

对照组，PHCSS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治疗前后功能、症状量表比较（x±s）

组别 时间 YGTSS评分 PHCSS评分

观察组（n=40） 治疗前 40.11±5.88 40.23±4.66
治疗后 18.76±3.76△▲ 70.76±6.08△▲

对照组（n=40） 治疗前 40.28±5.79 39.96±4.44
治疗后 22.19±3.99△ 62.96±5.87△

注：组间比较▲P<0.05，组内比较△P<0.05。

2.2　两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比较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3　讨论

抽动症是主要发生于学龄前及青少年期的一种

精神障碍，不仅对患儿身体发育带来影响，还会对

心理产生损害。目前抽动症的确切发病机制仍不明

确，目前用多巴胺受体阻滞剂、单胺能拮抗剂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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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治疗为主，包括氟哌啶醇、匹莫齐特、泰必利等，

但见效时间、不良反应、耐受性等各有不同。王小

勇等［6］研究显示，利培酮、氟哌啶醇远期疗效相当，

但后者见效更快，前者安全性更高；高超等［7］报道泰

必利近远期疗效均不及氟哌啶醇。随着小儿抽动症

社会 - 心理领域研究的深入，多数学者认为心理治

疗在其辅助治疗中具有较好的运用前景。

氟哌啶醇属于多巴胺受体阻滞剂，能够阻断多

巴胺 D2 受体，调节脑内乙酰胆碱、多巴胺平衡，直

接减少人体中枢海马神经元损伤，减轻空间认知、

记忆功能和损伤；还能降低海马神经元树突棘突形

态、数量，减轻功能损伤，避免由于神经递质传递

障碍造成的大脑功能失调，从而改善患儿抽动症

状［8］。本研究发现对照组采用氟哌啶醇治疗，8 周后

治疗总有效率为 75％，与既往报道结果基本一致［9］。

本研究还发现：和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治疗总有

效率达到 90％，YGTSS 评分、PHCSS 评分改善效果

更佳。说明药物联合心理治疗的效果更好。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社会 - 心理学因素在小儿抽动

症的发生、发展以及预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心理

治疗有望成为改善单纯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的途径之

一［10］。沙盘游戏过程中自由的沙盘作品体现了人本

主义理论，给患儿提高自由、保护的空间并由医生

予以共情；其次通过解释作品引入精神分析理论，使

患儿内心的冲突、焦虑获得宣泄；进行沙盘作品讨论

是一种认知行为理论，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患儿多

抽动症及焦虑、不安情绪；心理辅导中通过细心交谈

获得患儿信任，在与家长一起通过鼓励的形式提升

治疗信心；习惯反转训练主要通过观察、描述抽动反

应，辨识冲动、感觉，再发展竞争性反应以及新技

能来抑制或打断抽动发作［11］。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

足，样本量较小，观察时间也比较短，后续需要更

大样本的研究来观察药物联合心理治疗的长期效果。

综上所述，氟哌啶醇联合心理治疗对抽动症患

儿有较为良好的疗效，能够帮助患儿提升自我意识，

减轻抽动严重程度，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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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比较［例（％）］

组别
临床疗效 不良反应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椎体外系反应 嗜睡 头晕 总发生率

观察组（n=40） 18 12 6 4 36（90.00）▲ 2 2 1 5（12.50）
对照组（n=40） 11 10 9 10 30（75.00） 2 1 1 4（10.00）
注：组间比较▲P<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