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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氮平和氯丙嗪对维持期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与述情障碍的影响

耿小雨 、 杨贵成 、 张景景 、 翟　瑛

【摘要】目的　探讨氯氮平和氯丙嗪对维持期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与述情障碍的影响。方法　选

取 2018 年 12 月～2019 年 12 月我院纳入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102 例作为本次研究的主体对象，按治疗

药物不同分为氯氮平组和氯丙嗪组，每组各 51 例。氯丙嗪组予以氯丙嗪维持治疗，而氯氮平组则予

以氯氮平维持治疗。另选取 51 例健康体检者为正常对照组。观察比较三组认知功能、述情障碍，并

观察两种不同药物的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1）与正常组相比，氯氮平组与氯丙嗪组患者认知功

能评分、述情障碍评分降低（P< 0.05），而两组间的认知功能评分、述情障碍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 0.05）。（2）氯氮平组患者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明显低于氯丙嗪组（P< 0.05）。结论　氯氮平、

氯丙嗪维持治疗对认知功能障碍、述情障碍改善相当，但氯氮平的不良反应较小，安全性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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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lozapine and chlorpromazine 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alexithymia in schizophrenia during 
maintenance therapy　　GENG Xiaoyu，YANG Guicheng，ZHANG Jingjing，et al. Luoyang Fifth People's Hospital 
in Henan Province，Luoyang 47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lozapine and chlorpromazine 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alexi-

thymia in schizophrenia during maintenance therapy. Methods　A total of 102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our hospi-

tal from December 2018 to December 2019 were collected，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the chlorpromazine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hlorpromazine maintenance，while the clozapine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lozapine maintenance. 

Meanwhile，51 healthy subjects were selected as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Cognitive function，alexithymia and inci-

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of two different drugs were compared. Results　（1）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group，the 

cognitive function and alexithymia scores in the clozapine group and the clopromazine group were decreased（P<0.05）.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and alexithymia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2）The total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clozapin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chlorpromazine group（P<0.05）. 

Conclusion　Clozapine and chlorpromazine had similar improvement in cognitive dysfunction and alexithymia during 

maintenance therapy，but the adverse reactions of clozapine were less，which had the higher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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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常见且严重的精神疾病，临床异

质性十分明显，即是指患者病理机制、临床表现、

发病形式、临床疗效、预后差异较大［1］。大部分精

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功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因

此临床症状控制之后依然需要继续接受治疗［2］。一

般而言，处于维持期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情感、

认知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障碍，比如情感淡漠、述情

障碍，若存在用药不合理，有可能会加重患者述情

障碍、认知功能障碍程度［3］。研究发现抗精神病药

物虽然可以良好控制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症

状，但是对于部分治疗困难的患者而言，最终仍需

口服氯氮平来进行维持治疗［4］。鉴于此，本文特此

以 102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为观察对象，着重探讨氯

氮平和氯丙嗪对维持期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与述情

障碍的影响，期望为临床治疗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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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12 月～2019 年 12 月我院接受的精

神分裂症患者 102 例作为本次研究的观察对象，同

时选取 51 例健康人作为正常对照。纳入标准［6］：符

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精神分裂

症诊断标准；住院时间≥ 3 年；PANSS 量表中各条目

评分 1-3 分且持续时间≥ 6 个月。既往无其他疾病

且无家族遗传，可正常交流沟通。排除标准［7］：药物

依赖史；酒精依赖；曾用过精神活性物质；近 12 个月

内接受过电休克治疗；内分泌疾病；脑部器质性疾病；

心肝肾功能以及血常规检查结果异常。按治疗药物

不同，将精神分裂症患者分为氯氮平组和氯丙嗪组，

每组各 51 例。氯丙嗪组包括 33 例男性和 18 例女性，

年龄 16～54 岁，均龄（35.6±5.5）岁；受教育 6～12
年，平均（8.5±2.1）年。氯氮平组包括 32 例男性和

19 例女性，年龄 18～55 岁，均龄（35.8±5.7）岁；

受教育 7～13 年，平均（8.7±2.2）年。研究组与常

规组病程、发病年龄、住院时间、PANSS 评分无差

异（P>0.05）。详情见表 1。本文正常组为 51 例健

康志愿者，其中包括 30 例男性和 20 例女性，年龄

18～57 岁，均龄（34.6±5.6）岁；受教育 6～13 年，

平均（8.8±1.9）年。三组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

无差异（P>0.05）。入组的观察对象均知情同意且自

愿参与，并签署同意书。该研究通过我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
表1　氯丙嗪组与氯氮平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病程（年）发病年龄（岁）住院时间（年）PANSS评分（分）

氯氮平组21.6±5.3 23.8±3.6 11.6±5.9 58.9±9.5

氯丙嗪组22.3±5.4 22.9±3.7 11.9±5.7 58.8±9.6

t值 0.123 0.869 0.485 0.786

P值 >0.05 >0.05 >0.05 >0.05

1.2　治疗方法

氯丙嗪组予以氯丙嗪（国药准字 H31020769）维

持治疗，初期用量为每日 2 次，每次 25mg，然后慢

慢增加用药量至 200～500mg/d，分 3～4 次服用。治

疗 8 周。

氯氮平组予以氯氮平（国药准字 H37022202）维

持治疗，即：初期用量为每日 2 次，每次 25mg，慢

慢增加到每日 200～400mg，最高用药量 <600mg，维

持治疗用量 100mg/d。治疗 8 周。

若患者出现锥体系反应，则予以盐酸苯海索片

对症治疗；若患者睡眠障碍，则予以苯二氮卓类药物

对症治疗。

1.4　观察指标 

1.4.1　认知功能

以十项认知测验评估患者认知功能［8］，包括四

个维度，即：（1）语言流畅性。主要有范畴流畅性

动作、动物命名；（2）注意能力。主要有颜色测验、

连线测验 A、Stroop 单词、数字化消；（3）执行能力。

主要有连线测验 B、色词归类。（4）空间功能。主要

有中国版韦氏智力测验木块图以及空间广度。各维

度评估分值越高，说明患者认知功能越好。

1.4.2　述情障碍

用 TAS-20 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9］评估患者情

感表达能力、辨别能力以及外向思维，包含条目 20
项，各项均用 5 级评分法予以评价，分值越高越严

重。

1.4.3　不良反应

药物不良反应包括嗜睡、乏力、口干、排便不

畅、无法静坐、视力降低、眼压过高、肌张力改变等。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2.0 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计量

资料以（x±s）表示，三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同

时进一步两两比较；两组间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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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组认知功能评分比较

与正常组相比，氯氮平组与氯丙嗪组患者认知

功能评分降低（P<0.05），而两组间的认知功能评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三组认知功能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执行能力 空间功能 注意能力 语言流畅性

氯氮平组 51 -2.9±1.6* -3.1±2.4* -6.1±5.8* -3.4±1.5*

氯丙嗪组 51 -3.3±1.5* -3.3±2.1* -7.2±8.4* -3.5±2.2*

正常组 51 0.0±1.2 0.0±1.3 0.0±0.9 0.0±1.4

F值 - 2.615 3.251 8.758 2.740

P值 - 0.041 0.035 0.000 0.039

注：与正常组对比，*P<0.05。

2.2　三组述情障碍评分比较

与正常组相比，氯氮平组与氯丙嗪组患者述情

障碍评分降低（P<0.05），而两组间的述情障碍评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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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三组述情障碍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辨别能力 表达能力 外向思维 总分

氯氮平组 51 21.2±4.5* 18.8±4.3* 27.3±3.9* 65.5±9.6*

氯丙嗪组 51 19.9±4.6* 18.9±4.1* 26.9±4.4* 64.6±10.8*

正常组 51 17.4±3.5 12.3±2.6 19.3±2.6 48.9±8.5

F值 - 11.029 5.684 30.622 22.800

P值 - 0.000 0.000 0.000 0.000

注：与正常组对比，*P<0.05。

2.3　两药物组患者不良反应总发生率比较

与氯丙嗪组（15.69％）相比，氯氮平组患者的

不良反应总发生率（5.88％）明显降低（P<0.05），

见表 4。
表4　两药物组患者不良反应总发生率比较［（n）％］

不良反应 氯氮平组（51例） 氯丙嗪组（51例） χ2值 P值

嗜睡 1（1.96％） 1（1.96％）

乏力 1（1.96％） 0

口干 0 1（1.96％）

排便不畅 1（1.96％） 2（3.92％）

无法静坐 0 1（1.96％）

视力降低 0 1（1.96％）

眼压过高 0 1（1.96％）

肌张力改变 0 1（1.96％）

总发生率 3（5.88％） 8（15.69％） 5.638 0.033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重性精神疾病，在青壮年群

体中比较多发，临床症状表现具有显著的差异性，

包括感觉、思维、认知以及情感等方面，在不同发

病阶段，具有不同的临床表现［10］。认知功能包括记

忆力、想象、感知以及构想等 ［11］。述情障碍既是指

自我情感表达、描述能力的障碍，在情感体验、区

分情绪唤醒方面，患者躯体感知具有较大的难度，

信号化遭受损害，对外在事物更加关注，没有重视

内在体验［12］。目前临床主要采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

物治疗，在改善临床症状同时，还可改善其认知功

能［13］。但不同药物所获得的改善效果也不尽相同。

本文着重探讨了氯氮平、氯丙嗪对精神分裂症

患者的述情障碍、认知功能的影响，结果发现：与正

常组相比，氯氮平组与氯丙嗪组患者认知功能评分

降低（P<0.05），而两组间的认知功能评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提示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

遭受损伤，在治疗下仍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害。本文

研究同时发现：与正常组相比，氯氮平组与氯丙嗪组

患者述情障碍评分降低（P<0.05），而两组间的述情

障碍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即使在

氯氮平、氯丙嗪治疗下，精神分裂症患者仍长期存

在全面的述情障碍，自我情感表达以及感受能力损

伤，且两种药物在述情障碍改善中作用相当。除此

之外，比较两种不同药物的不良反应，结果氯氮平

组药物不良反应明显少于氯丙嗪组（P<0.05）。说明

在用药安全性方面，氯氮平优势更加突出一些。

综上所述，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长期的认知功

能受损和述情障碍，且采用氯氮平、氯丙嗪维持治

疗过程中，对述情障碍、认知功能障碍改善相当，

但氯氮平的不良反应较小，安全性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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