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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剂量氨磺必利联合奥氮平对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效果

何　磊 、 樊凌姿 、 陶俊伟 、 祁　博 

【摘要】 目的　分析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应用低剂量氨磺必利联合奥氮平治疗的效果。方法　

将我院 125 例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对照组 62 例应用奥氮平治疗，观

察组 63 例增加氨磺必利低剂量口服治疗，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后认知功能、症状变化、睡眠质量、生

活质量、神经因子水平变化及不良反应。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 Hcy、GFAP 水平、PANSS、PSQI

评分、WCST 测验随机错误数、持续错误数低于对照组，WCST 测验正确次数、完成分类数及 NGF

水平、SF-36 评分、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 0.05）；不良反应两组无明显差异（P> 0.05）。结论　低

剂量氨磺必利联合奥氮平能够更有效改善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症状和神经因子水平，促进患者

认知功能的恢复，提升患者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而且安全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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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low-dose amisulpride combined with olanzapine on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schizophrenia and 
its effect on sleep and cognitive function　　HE Lei，FAN Lingzi，TAO Junwei，et al.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Zhumadian Second People's Hospital，Zhumadian 46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low-dose amisulpride combined with olanzapine in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schizophrenia. Methods　125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schizophrenia in our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62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olanzapine orally，while 63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low-dose amisulpride and olanzapine. The cognitive function，symp-

toms，quality of sleep，quality of life，neuronal factor levels and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wo groups were com-

pare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Hcy，GFAP level，PANSS，PSQI score，WCST test random 

errors，continuous error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while the correct number of 

WCST tests，the number of completed classifications，NGF level，SF-36 score，total efficiency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ere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Low-dose amisulpride combined with olanzapin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ymptoms and nerve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psychosis，promote their cognitive function，sleep quality 

and quality of life，and with high safety.

【Keywords】Amisulpride；）lanzapine；Refractory schizophrenia；Sleep quality；Cognitive function

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是指病程大于 5 年，且经过

两种不同化学结构的抗精神病药物足疗程、足量治

疗后病情依然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患者，其治疗难度

更大，对患者认知功能、睡眠质量、生活质量等均

造成严重影响［1］。奥氮平是临床上治疗难治性精神病

的常用药物，但奥氮平单一治疗难治性精神分裂症

的效果并不理想。氨磺必利也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线

治疗药物［2］，本研究旨在观察奥氮平联合低剂量氨磺

必利治疗难治性精神分裂症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12 月～2019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作者工作单位］驻马店市第二人民医院精神三科（驻马店，463000）

［第一作者简介］何磊（1984.11-），男，河南西华县人，本科，主治医师，研究方向：精神分裂症。

［通讯作者］何磊（Emai：heleihnyy@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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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例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纳入标准：符合由，

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学分会制定的《中国精神障碍分

类与诊断标准第 3 版》［3］中对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

准，患者病程 >5 年，均进行过足疗程、足量的系统

治疗，治疗过程中应用不同结构的抗精神病药物≥ 2
种，且病情未得到有效控制，患者及家属对本研究

知情自愿参与，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排除

标准：药物禁忌症患者，入组前采用氯氮平药物治疗

者，合并严重躯体性疾病患者，合并恶性肿瘤或预

计生存期 <6 月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对

照组 62 例，其中男 37 例，女 25 例；年龄 33～51 岁，

平均（42.31±3.39）岁；病程 6～12 年，平均（8.91±

0.77）年。观察组 63 例，其中男 39 例，女 24 例；年

龄 33～52 岁，平均（42.29±3.43）岁；病程 6～13 年，

平均（8.93±0.79）年。两组患者资料对比，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治疗前均停服抗精神药物 1 周，对照

组应用奥氮平（国药准字 H20010799，规格 5mg*14
片）口服，起始剂量 10mg/ 次 /d，2 周内调整剂量

至 10-20mg/ 次 /d；观察组增加氨磺必利（国药准字

H20113231，规格：0.2g*20 片）口服起始剂量 100mg/

次 /d，2 周内调整剂量至 300mg/ 次 /d，两组患者均

持续治疗 8 周并对比疗效。

1.3　观察指标

 （1）症状变化：依据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评分

（PANSS）评价患者治疗前后症状变化，PANSS 评

分内包含阳性量表 7 项内容、阴性量表 7 项内容及

一般精神病理量表 16 项内容，每项采用 1-7 分 7 级

评分法评判，总分越高提示患者症状越严重；（2）

神经因子水平比较：空腹下，收集患者晨起静脉血

5mL，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患者治疗前后同

型半胱氨酸（Hcy）、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及

神经生长因子（NGF）水平变化；（3）睡眠质量：采

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评分（PSQI）评价患者睡眠

质量，PSQI 评分内包含 7 大维度，每维度采用 0-3
分进行评价，总分 21 分，分数越高提示患者睡眠质

量越差；（4）认知功能：依据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

验（WCST）对患者认知功能变化进行评价，WCST

测验中共有测验题 128 题，通过对患者提问明确检

查结果，其内包含随机错误数、正确次数、持续错

误数、完成分类数 4 项内容，其中完成分类数及正

确次数越高，表明患者认知功能越好；（5）生活质

量：依据简明健康测量量表评分（SF-36）评价患者

生活质量，SF-36 评分内包含精神健康、总体健康、

情感职能等 9 大维度，得分越高表明患者生活质量

越佳；（6）临床疗效 临床痊愈：PANSS 评分减分率

>75％；显效：PANSS 评分减分率 50％-75％；好转：

PANSS 评分减分率 30％-49％；无效：未达有效标

准［4］；（7）记录并对比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

生率。

1.4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处理，计数资料采

用［n（％）］表示，χ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x±s）
表示，t 检验，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精神症状

治疗后，对照组患者 PANSS 评分较观察组患者

水平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PANSS评分治疗前后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阴性症状评分 阳性症状评分 一般病理评分 总分

对照组（n=62） 治疗前 15.99±4.01 30.22±4.18 38.79±2.98 83.21±7.05

治疗后 11.22±2.05△ 15.59±2.38△ 20.06±1.91△ 44.38±2.35△

观察组（n=63） 治疗前 16.02±3.99 30.19±4.15 38.81±2.95 83.19±7.01

治疗后 7.88±1.75△▲ 10.15±1.08△▲ 14.43±1.07△▲ 30.05±1.21△▲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神经因子水平

治疗后，对照组患者 Hcy 及 GFAP 水平均较观

察组患者水平高，NGF 水平较观察组患者水平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睡眠质量

治疗后，对照组患者 PSQI 评分各项内容及

总分均较观察组患者水平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3。

2.4　认知功能

对照组患者治疗后正确次数及完成分类数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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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PSQI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睡眠质量 入睡时间 睡眠时间 睡眠效率 睡眠障碍 催眠药物 日间功能 合计

对照组（n=62）治疗前 2.51±0.31 2.39±0.28 2.43±0.29 2.51±0.31 2.46±0.34 2.43±0.33 2.41±0.31 17.08±1.02

治疗后 1.71±0.29△ 1.69±0.20△ 1.72±0.22△ 1.73±0.23△ 1.78±0.21△ 1.69±0.19△ 1.70±0.20△ 11.05±0.85△

观察组（n=63）治疗前 2.49±0.32 2.40±0.29 2.44±0.31 2.50±0.29 2.45±0.33 2.44±0.32 2.39±0.30 17.10±1.03

治疗后 0.81±0.13△▲ 0.85±0.15△▲ 0.79±0.09△▲ 0.80±0.11△▲ 0.78±0.08△▲ 0.82±0.09△▲ 0.77±0.10△▲ 5.49±0.38△▲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WCST测验结果对比（x±s，次）

组别 时间 完成分类数 正确次数 随机错误数 持续错误数

对照组（n=62） 治疗前 2.88±1.03 25.08±2.20 19.89±6.55 21.31±7.73

治疗后 3.33±0.46△ 26.88±1.68△ 13.08±4.95△ 17.88±5.21△

观察组（n=63） 治疗前 2.85±1.04 25.10±2.19 19.92±6.61 21.28±7.71

治疗后 4.06±0.18△▲ 30.11±1.07△▲ 7.22±2.11△▲ 12.51±3.02△▲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5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SF-36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生理功能 生理职能 身体疼痛 总体健康 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活力 健康变化

对照组（n=62） 41.28±1.51 15.43±1.90 7.28±0.30 19.91±1.86 8.11±0.56 10.75±1.26 20.33±1.19 14.28±1.58 3.13±0.25

观察组（n=63）48.09±0.77▲ 18.19±0.41▲ 8.95±0.21▲ 22.86±1.11▲ 9.05±0.21▲ 13.05±0.95▲ 23.75±0.95▲ 18.01±0.82▲ 4.59±0.13▲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于观察组患者，持续错误数及随机错误数高于观察

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表2　两组患者神经因子水平对比（x±s）

组别 时间 Hcy（μmol/L） GFAP（ng/L） NGF（ng/L）

对照组（n=62）治疗前 29.95±3.15 37.39±4.91 16.51±2.08

治疗后 18.98±2.21△ 25.95±1.99△ 27.26±2.91△

观察组（n=63）治疗前 29.99±3.18 37.41±4.93 16.49±2.11

治疗后 11.58±1.38△▲ 18.11±1.35△▲ 39.02±3.03△▲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5　生活质量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SF-36 评分较对照组患者水

平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5。

2.6　临床疗效

对照组患者总有效率 77.42％，观察组患者总有

效率 90.4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6。

2.7　不良反应

对照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 14.52％，

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 15.87％，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7。

表6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n（％）］

组别 例数 临床治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62 19（30.65）11（17.74）18（29.03）14（22.58）48（77.42）

观察组 63 25（39.68）13（20.63）19（30.16） 6（9.52） 57（90.48）*

注：与对照组比较，χ2=3.9637，*P=0.0465<0.05。

表7　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口干 低血压 嗜睡 头晕 头痛 合计

对照组 62 2（3.23）2（3.23）1（1.61） 2（3.23）2（3.23） 9（14.52）

观察组 63 2（3.17）1（1.59）2（3.17） 2（3.17）3（4.76）10（15.87）*

注：与对照组比较，χ2=0.0446，*P=0.8327>0.05。

3　讨论

难治性精神分裂症在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中可

占到 10％-15％［5］，是治疗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

当前对于难治性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依然以药物为主，

主要综合考虑患者的病情、用药史、治疗依从性等

因素，对患者进行重新评估、诊断，选择适合的药

物，确定治疗方案。

氯氮平是临床上治疗难治性精神分裂症的金标

准，其疗效得到临床的一致肯定，但是，其不良反

应限制了它的使用［6］。奥氮平作用于机体后与多种

受体结合，能够通过调节多巴胺受体、5- 羟色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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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等对阳性症状和阴性症状产生治疗作用［7］。但对

难治性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效果仍然难以让人满意。

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多伴有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

损害和睡眠障碍，生活质量较差。研究表明，神

经细胞损伤与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GFAP 水平与机体神经突触功能障碍成正比，其水

平越高提示机体神经功能损伤越严重；NGF 具有保

护神经细胞、营养神经，促进轴突生长的效用，通

过提升其水平能够有效增加对神经细胞的保护效用；

Hcy 与精神分裂症直接相关［8］。

本研究发现：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PANSS 评分、

Hcy、GFAP、NGF 水平、PSQI 评分及 WCST 测验结

果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表明两种治疗方案均能够

有效调节患者神经因子及 Hcy 水平，改善患者症状

体征、认知功能及睡眠质量，而观察组改善更为明

显，提示在奥氮平治疗基础上增加低剂量氨磺必利

能够进一步提升治疗效果。分析认为，氨磺必利属

于苯甲酰胺类抗精神病药物的一种，作用于机体后

能够对多巴胺能受体产生双重阻断效用，低剂量服

用时主要作用于突触前 D2 及 D3 受体，使机体负反

馈机制产生中断，有效消除突触前抑制，进而产生

促进大脑边缘组织及机体前额叶皮质内多巴胺水平

快速增长，同时其能够对 5- 羟色胺受体产生拮抗

作用，抑制 Hcy 及 GFAP 水平，提升 NGF 水平，产

生保护神经细胞，抗抑郁，改善机体认知功能的效

用［9］。本研究还发现：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

发生率并无明显差异，表明联合用药的安全性较高，

与国内文献［10］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观察时间比较

短，后续还要进行更长时间的观察来明确奥氮平联

合低剂量氨磺必利的长期效果。

综上所述，低剂量氨磺必利联合奥氮平通过调

节神经因子水平，对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效果显著，

还可以有效改善患者认知功能和睡眠质量，提升患

者生活质量，而且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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