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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治疗联合奥氮平对器质性精神障碍的疗效分析

张慧芳 、 郭　华 、 张　莉 、 胡建民

【摘要】目的　探讨心理治疗联合奥氮平对器质性精神障碍的治疗效果。方法　选择本院 2017

年 1 月 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20 例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均分为对

照组和联合组，对照组采取奥氮平治疗，联合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心理治疗。比较两组阳性与

阴性症状评分（PANSS）、心理健康量表（SCL-90）、健康调查简表（SF-36）、蒙特利尔认知功能评估

量表（MoCA）和不良反应。结果　对照组治疗后的 PANSS 总分显著高于联合组（P< 0.05）。对照组

治疗后的 SCL-90 显著高于联合组，SF-36、MoCA 显著低于联合组（P< 0.05）。对照组不良反应率

10.91％与联合组不良反应率 5.45％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 0.05）。结论　心理治疗联合奥氮平可显

著降低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的精神障碍程度，改善其心理健康水平、生活质量及认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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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sychotherapy combined with olanzapine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organic mental disorders 
　　ZHANG Huifang，GUO Hua，ZHANG Li，et al. Zhumadian Second People’s Hospital，Zhumadian 46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psychotherapy combined with olanzapine in the treatment of pa-

tients with organic mental disorders. Methods　A total of 220 patients with severe organic mental disorder from January 

1，2017 to December 31，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combined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olanzapine，and 

the combination group was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treatment based on the control group. The positive and nega-

tive symptom scores（PANSS），mental health scale（SCL-90），health survey summary（SF-36），Montreal Cognitive 

Function Assessment Scale（MoCA），and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score of PANSS after treatment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mbined group（P<0.05）. 

The SCL-90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mbined group，SF-36，and 

MoCA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mbined group（P<0.05）. The adverse reaction rate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10.91％，which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o that（5.45％）in the combined group（P>0.05）. Conclusion　

Psychotherapy combined with olanzapine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degree of mental disorders in patients with organic 

mental disorders and improve their mental health，quality of life and cognitive function.

【Key words】Psychotherapy；Olanzapine；Organic mental disorder；PANSS；SCL-90；SF-36

抗精神病药物能在短期内改善严重的器质性精

神障碍患者的异常行为和不良情绪，提高其认知功

能，但安全性有待进一步证实［1］。奥氮平是常用的

抗精神病药物，其安全性比氯氮平好［2］。但使用奥

氮平会造成嗜睡、体重增加和血糖升高，限制了它

的使用。心理治疗可改善患者的心理和行为，在各

类精神疾病均被广泛运用。本研究探讨心理治疗联

合奥氮平对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的疗效，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本院 2017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

220 例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

数字表法均分为对照组和联合组。对照组男 62 例，

女 48 例；年龄 27～78 岁，平均（54.6±5.7）岁；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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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6 个月～25 年，平均（13.5±2.6）年；器质性精神

障碍疾病类型：脑外伤 17 例，脑卒中 58 例，脑肿

瘤 15 例，阿尔茨海默病 20 例；蒙特利尔认知功能

评估量表（MoCA）评分（19.34±2.08）分；PANSS 症

状评分（136.72±18.66）分。联合组男 60 例，女 50
例；年龄 25～79 岁，平均（53.8±5.4）岁；病程 8 个

月～24 年，平均（14.1±2.9）年；基础疾病：脑外伤

18 例，脑卒中 56 例，脑肿瘤 17 例，阿尔茨海默病

19 例；MoCA 评分（19.12±2.03）分；PANSS 症状评

分（137.55±18.53）分。两组症状、疾病类型、认

知功能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

具有可比性。（1）纳入标准：①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

核批准，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②经 CT、磁共振、

血液学等检查，均存在器质性疾病；③简明精神病评

定量表（BPRS）［3］≥ 54 分。（2）排除标准：①妊娠期、

哺乳期女性及恶性肿瘤、肝肾功能严重障碍、闭角

型青光眼等患者；②存在药物、酒精依赖史或非器质

性病变导致的精神障碍；③近 2 周内采用过其他抗精

神病药物治疗或对本研究用药过敏者。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奥氮平治疗（生产批号 20161224，

规格 10mg ＊ 7 片），幻觉妄想发作者初始剂量为

5mg/ 次，1 次 /d，服用 1 周左右后，根据患者的临床

状态可调整为 10～20mg/ 次，1 次 /d；高龄患者（年

龄≥ 65 岁）的用药剂量可从 2.5mg/ 次，1 次 /d 开始，

在适应后逐渐增加至 10mg/d；有兴奋症状者初始剂量

为 10mg/ 次，1 次 /d，根据患者的临床状态可调整为

20mg/ 次，1 次 /d。以 2 周为 1 疗程，共治疗 2 个疗程。

联合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由具有心理治疗

资质的医师根据患者精神障碍的主要类型采取不同

的心理治疗：（1）偏执、分裂、强迫、多疑：通过

了解患者喜好、习惯、心理活动等与其建立信任关

系，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向患者介绍其精神障碍的

特性与纠正方法，使其自愿改变精神行为、端正认

知、尊重他人，并对激发患者异常行为的因素或场

景进行规避，对积极变化给予鼓励、强化。（2）社交

障碍：建立微信群，每天发布一些简单的任务或患者

感兴趣的话题，引导患者进行讨论、交流，在患者

相互熟悉后，再通过团体活动（出院后以电话、门

诊随访等方式）指导患者参与一些力所能及集体活

动，以提高患者社交能力。（3）自卑、空虚：帮助患

者制定日常生活计划，如穿衣、洗漱、做饭、打扫、

工作、锻炼等，每完成一件事，就赞扬自己一次，

并以画“正”号的方式记录，以提升患者的自信心与

日常生活能力。（4）抑郁、焦虑、躁狂：播放舒缓音

乐，倾听患者诉求，给予负面情绪疏解和安慰；与其

共同探讨情绪变化的应激源，以提前预防和建设正

确认知，学习积极的应对技巧；在抑郁、焦虑、躁狂

程度较为严重时，先通过捏橡胶球、泡沫纸等方式

解压，再进行心理疏导，帮助患者逐渐减少冲动行

为，稳定心境。以上心理治疗均为每周 2～3 次，每

次 45-60min，共治疗 4 周。

1.3　观察指标

（1）阳性与阴性症状评分（PANSS）［4］：包括阳

性症状 7 项、阴性症状 7 项、一般精神病理 16 项，

每项 1～7 分，总分越高，精神障碍程度越严重。（2）
心理健康量表（SCL-90）：包括抑郁、焦虑、敌对等

90 个项目，每个项目采取 0～4 分 5 级计分，总分越

高，心理健康水平越低。（3）健康调查简表（SF-36）：

包括总体健康状况等 36 项，用社会功能、生理功能、

生理职能、情感职能、活力评分、躯体疼痛、精神

健康、总体健康八个维度表示，总分 36～148 分，

得分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好。（4）MoCA 量表：包

括视空间与执行能力 5 分、命名 3 分、注意力 3 分、

语言 3 分、抽象力 5 分、记忆 5 分、定向力 6 分，总

分越高，患者认知功能越好。（5）不良反应。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处理所有数据；“n

（％）”形式录入计数资料，并以 χ2 检验，等级资料

用秩和检验；“x±s”形式录入计量资料，结果用 t 检

验；检验水准：P<0.05 示比较结果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 PANSS 比较

对照组治疗后的 PANSS 总分显著高于联合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两组 SCL-90、SF-36 比较

对照组治疗后的 SCL-90 显著高于联合组，

SF-36、MoCA 显著低于联合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2。

2.3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对照组发生 2 例头晕头痛，2 例恶心，4 例嗜

睡，1 例便秘，2 例体重增加，1 例心电异常，不良

反应率 10.91％；联合组发生 1 例头晕头痛，1 例恶

心，2 例嗜睡，1 例体重增加，1 例心电异常，不良

反应率 5.45％，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2.178，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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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颅脑疾病和躯体疾病均可导致器质性精神障碍，

引起记忆、感知、定向障碍及人格改变，积极控制

基础病变，虽能降低重症患者的神经功能与精神障

碍程度，但针对精神障碍的对症治疗仍是必要的治

疗手段［5］。本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治疗后的阳性

症状、阴性症状、一般精神病理均有明显下降，说

明针对精神障碍的对症药物治疗是有效的。奥氮平

与多巴胺受体、5-HT 受体结合，并拮抗 5-HT2A 受

体，从而能够改善精神障碍［6］。

以往的心理治疗多以情绪疏导为主，结合放松

疗法，很少对患者精神障碍类型进行区分治疗，例

如表现为偏执、强迫、多疑的患者常常会拒绝与治

疗师交谈，认为医护人员是想控制自己。因此，本

文根据患者精神障碍的主要类型给予针对性的心理

治疗，结果发现：联合组的 PANSS 总分显著低于对

照组。说明心理治疗有助于控制患者的精神症状。

本研究还发现：对照组的 SCL-90 显著高于联合组，

联合组的 SF-36、MoCA 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单纯

的药物治疗对患者心理状态改善较为局限，而且有

一定的不良反应［7］。而心理治疗联合奥氮平，能够

促进患者的社会功能，摆脱不良情绪的困扰，提高

其认知功能。两组均有头晕头痛、恶心等发生，食

欲也增加，这和奥氮平的作用有关［8，9］。因此，使用

奥氮平治疗精神障碍时要严密监测患者的不良反应。

综上所述，在奥氮平治疗的基础上联合心理治

疗，可显著改善严重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的精神症

状，并能在不增加不良反应的基础上，提高患者的

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但本文未对患者的长期

疗效和不良反应进行分析，而且目前的心理治疗方

案还有待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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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两组PANSS比较（x±s）

组别 阳性症状 阴性症状 一般精神病理 总分

对照组（n=110） 治疗前 33.57±5.21 32.86±5.09 70.29±8.36 136.72±18.66

治疗后 28.35±4.16a 26.47±3.51a 57.64±5.18a 112.46±12.85

联合组（n=110） 治疗前 34.20±5.39 32.27±5.04 71.08±8.10 137.55±18.53

治疗后 25.18±3.02a 22.35±3.26a 50.56±4.32a 98.09±10.60

t 治疗前 0.881 0.864 0.712 0.331

治疗后 6.468 9.020 11.009 9.048

P 治疗前 0.379 0.389 0.477 0.741

治疗后 <0.001 <0.001 <0.001 <0.001

注：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aP<0.05。

表2　两组SCL-90、SF-36比较（x±s）

组别 SCL-90 SF-36 MoCA

对照组（n=110）治疗前 185.36±22.79 85.83±7.94 19.34±2.08

治疗后 130.42±15.63a 97.21±9.56a 22.57±2.96a

联合组（n=110）治疗前 186.59±23.25 86.35±8.22 19.12±2.03

治疗后 108.23±12.48a 106.73±11.29a 24.65±3.72a

t 治疗前 0.396 0.477 0.794

治疗后 11.636 6.749 4.589

P 治疗前 0.692 0.634 0.428

治疗后 <0.001 <0.001 <0.001

注：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a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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