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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拉西酮和阿立哌唑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评价

杨白莎 、 吴　磊 、 许巧如

【摘要】目的　探讨齐拉西酮治疗和阿立哌唑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评价。

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 ~2019 年 10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90 例作为本次研究的主体

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5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阿立哌

唑治疗，观察组给予齐拉西酮治疗。观察比较两组患者 PANSS 评分、临床疗效及安全性。结果　（1）

治疗前两组患者 PANS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两组患者 PANSS

评分明显降低（P< 0.05），但两组间 PANS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2）两组患者治疗有

效率（对照组 88.89％VS 观察组 93.3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3）治疗后观察组不良反应

率（22.22％）明显低于对照组（44.44％）（P< 0.05）。结论　齐拉西酮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疗效与阿

立哌唑相当，但齐拉西酮安全性更高，利于患者病情恢复，值得推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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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ziprasidone and aripiprazole in 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YANG Baisha，WU Lei，XU Qiaoru. The Fif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Henan Province，Luoyang 47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ripiprazole and ziprasidone in 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Methods　A total of 90 schizophrenia patient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October 2019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observation group（45 cases）were treated with 

ziprasidone；control group（45 patients）were treated with aripiprazol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ANSS）

score，efficacy and safet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1）Before treatment，there was no dif-

ference in PANSS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the PANSS score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lower after treatment（P<  0.05），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ANSS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P>0.05）. （2）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effective rate（88.89％ in control group vs 

93.33％ in observation group）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3）The rate of adverse reactions（22.22％）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44.44％）（P<0.05）. Conclusion　 Zipra-

sidone has the same effect as aripiprazole in 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but ziprasidone has a higher safety and is 

beneficial to the recovery of patients，which is worth popular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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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精神疾病中，精神分裂症属于常见且多发性

疾病，随着症状发展患者会出现词不达意、语言零

乱、思考缺乏连贯性、逻辑性等，同时还存在幻觉、

妄想等典型症状［1-2］。该病一旦发生，会对其生活质

量及身心健康带来严重影响，所以采用临床有效及

安全性高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十分关键。在目前使

用的抗精神病药物中，阿立哌唑、齐拉西酮被认为

对患者糖脂代谢影响小，安全性高，增加服药依从

性，确保临床疗效［3］。本研究旨在探讨采用阿立哌

唑和齐拉西酮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安

全性评价，现阐述如下：

［作者工作单位］河南科技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洛阳，4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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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1 月 ~2019 年 10 月在我院接受无

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80 例作为研究对象。入组标

准［4］：入组患者均符合 ICD-10 中有关精神分裂症的

相关诊断标准，均经 2 名及以上主任医师确诊；阳

性和阴性综合征量表（PANSS）总分 >60 分；入组前

14d 未使用相关抗精神病药物；所有患者知情同意并

签字。排除标准：合并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由酒精

引起的精神障碍或精神活性药物致病者；合并癫痫

者；由躯体疾病或器质性疾病所致精神疾病者；哺乳

期妊娠期女性；对本次用药具有过敏史者；生命体征

不稳定者；攻击性较强或存在自杀倾向者；常规检查

存在异常者。观察组患者平均年龄为（34.6±8.1）岁；

性别比例：男 / 女为 24/21；平均病程（6.2±1.5）个

月。对照组患者平均年龄为（35.8±2.4）岁；性别比

例：男 / 女为 22/23；平均病程（6.4±1.7）个月。两组

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

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阿立哌唑（国药准字 H20061304）治

疗，即初始口服剂量，10mg/d，在治疗 2w 内按照患

者病情变化适当增加剂量，最大剂量 30mg/d，1～2
次 /d，持续治疗 3 个月。观察组采用齐拉西酮（国

药准字 H20070078）治疗，即初始口服剂量 20mg/d，

在治疗 2w 内按照患者病情变化适当增加剂量，最大

160mg/d，1～2 次 /d，持续治疗 3 个月。

1.3　观察指标

采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6］评定患

者精神病性症状，分值越高说明病情越严重。根

据 PANSS 减分率评估［7］患者疗效：减分率 75％及

以上为痊愈；减分率 50 ％～74 ％为显效；减分率

25％～49％为有效；减分率 25％以下为无效。不良

反应评估：包括震颤、便秘、口干、嗜睡、失眠、头

痛头晕。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计量资

料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以（x±s）表示。计数资料

比较采用 χ2 检验。P<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PANSS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PANS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两组患者

PANSS 评分明显降低（P<0.05），但两组间 PANSS 评

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PANSS评分比较（x±s，分）

时间 例数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治疗前 45 83.7±15.8 84.3±15.4 0.0174 0.418

治疗后 45 45.3±7.1 45.8±6.5 0.3025 0.624

T值 7.6201 7.5412

P值 0.000 0.000

2.2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n（％）］

分组 例数 无效 有效 显效 痊愈 有效率（％）

观察组 45 3（6.67） 7（15.56）15（33.33）20（44.44）42（93.33％）

对照组 45 5（11.11）6（13.33）16（35.56） 18（40.0）40（88.89％）

χ2值 1.2541 1.3025 0.0214 1.5288 1.2541

P值 0.125 0.254 0.374 0.104 0.125

2.3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明显少于对照组

（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n（％）］

不良反应 观察组（n=45） 对照组（n=45） χ2值 P值

震颤 3（6.67） 3（6.67） 0.0000 1.000

便秘 2（4.44） 1（2.22） 0.0326 0.325

口干 2（4.44） 3（6.67） 0. .0541 0.625

嗜睡 1（2.22） 2（4.44） 0.0326 0.325

失眠 1（2.22） 5（11.11） 3.2047 0.001

头痛头晕 1（2.22） 6（13.33） 4.0123 0.000

合计（％） 10（22.22％） 20（44.44％） 10.2584 0.000

3　讨论

在重症精神疾病中，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常见的

类型，其主要特点为致残率高、治愈率低、患病率

高、病因未明等［8］。对于此类患者，若不及时发现

和治疗，则会导致患者发展为迁延性、慢性疾病，

从而对患者的社会功能、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9］。

患者发病期间，机体中脑边缘系统多巴胺 D2 功能亢

进与其精神分裂症阳性症状有关，而 5- 羟色胺能神

经递质失衡和前额叶皮质多巴胺 D1 功能不足与阴性

症状有关［10］。作为一种新型的抗精神病药物，齐拉

西酮具有非典型性，其在拮抗 5- 羟色胺 1D 受体、5-

羟色胺 2A、多巴胺 D2 的作用较强，同时可激动 5- 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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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胺 1A 受体，还可抑制突触对去甲肾上腺素和 5- 羟

色胺的再摄取，另外其也是当前抗精神病药物中唯

一可以抑制 5- 羟色胺、NE 再摄取的药物，因而在

治疗精神分裂症方面疗效十分确切。齐拉西酮与以

往抗精神病药物相比，其可提升认知功能，改善阳

性和阴性症状，不会影响脂代谢、糖代谢、体质量

等，且不会引发女性闭经溢乳综合征，锥体外系症

状相对较轻［11］。而阿立哌唑属于多巴胺系统稳定剂，

是喹啉铜衍生物，其可通过上调多巴胺功能不足改

善患者认知功能和阴性症状，，同时还可下调多巴胺

功能亢进改善阳性症状，该药主要通过对 5- 羟色胺

2A 受体产生拮抗作用和 5- 羟色胺 1A 受体、D2 激动

作用而发挥一定的抗精神病作用，但对于α1、M1、

H1 等受体仅有较低的亲和力［12］。上述两种药物在治

疗抗精神分裂症方面的疗效相当，但安全性存在一

定的差异。本文的研究中，两组患者 PANSS 评分治

疗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且治疗后两组患

者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这表明采用

阿立哌唑和齐拉西酮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有效，且

疗效相当。两组患者不良反应率对比发现观察组患

者不良反应明显少于对照组（P<0.05），这表明精神

分裂症患者采用阿立哌唑和齐拉西酮治疗相比，前

者失眠、头痛头晕现象更少，总体不良反应较轻微，

安全性更高。该研究与相关文献［13］报道一致，即两

组治疗后 3 个月 BPRS、PANSS 评分均较治疗前改善

显著，而在不良反应率上，齐拉西酮组（29.2％）明

显少于阿立哌唑组（50.0％）。可以发现，齐拉西酮

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具有积极的作用和价值。

综上所述，阿立哌唑和齐拉西酮治疗精神分裂

症患者的疗效相当，但齐拉西酮安全性更高，利于

患者病情恢复，值得推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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