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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帕利哌酮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

杨　丹 、 关　涛

【摘要】目的　探讨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联合帕利哌酮缓释片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的

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选择符合入组条件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 �1 名，随机分成治疗组 �0 例（帕

利哌酮缓释片联合 rTMS），对照组 �1 例（单纯药物）。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 4 周后应用阳性与阴性症

状量表（PANSS）评定临床症状；应用数字划消测验（CT）、修订版韦氏记忆量表（WMS-RC）、威斯

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CST）分别评定患者的注意功能、记忆功能及执行功能。结果　治疗后，两组

PANSS 总分均低于治疗前，治疗组总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1）；两组 CT、WMS-RC 各指标的得

分均优于治疗前（P< 0.01），治疗组明显高于于对照组（P< 0.0�）；治疗组 WCST 各项评分优于治疗前，

对照组总应答数、持续错误数、非持续性错误数较治疗前明显降低（P< 0.0�）；治疗组的总应答数、

持续错误数及非持续性错误数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两组均未出现明显副反应。结论　重复

经颅磁刺激联合帕利哌酮缓释片对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有增效作用，安全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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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combined with paliperidone on cognitive function of 
schizophrenic patients　　YANG Dan，GUAN Tao. Shenyang Mental Health Center，Shenyang 110168，China

【Abstract】Obiectives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rTMS combined with palisperidone sustained re-

lease tablets for cognitiv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Methods　61 first episode schizophrenic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30 cases in the treatment group（paliperidone combined with rTMS） and 31 in the control group

（simple drug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for 4 weeks，PANSS was used to assess clinical symptoms. CT，WMS-RC 

and WCST to evaluate the patient's attention function，memory function and executive function. Results　After treat-

ment，the total score of PANSS in both groups was lower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and the total scor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1）. The CT and WMS-RC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better than before treatment（P<0.01），the treatment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WCST scores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better than before treatment，and the total number of responses，persistent 

errors，and non-persistent error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before treatment（P<0.05）. The 

number of sexual error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ere no obvious side ef-

fects in both groups. Conclusion　 rTMS combined with paliperidone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 has a synergistic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has good safety.

【Key words】rTMS；Paliperidone extended release tablets；Schizophrenia；Cognitive function.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病因不明的重性精神疾病，具

有患病率高，容易复发且难治愈的特点。精神分裂症

患者在疾病过程中出现持久而严重的认知功能损害的

几率高达 85％［1］，最终导致患者处于衰退状态并留下

严重的精神残疾。近年来，人们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认知功能障碍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其认知功能损害常

常涵盖多个方面，注意力、记忆力及执行功能这三方

面最主要，同时患者的言语功能、抽象思维及感觉加

工等也有相应的损害［2］。许多学者认为认知功能障碍

是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症状，是评估疗效、衡量康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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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预测疾病预后的重要参数［3］。改善患者的认知功

能可以有效的提高其远期生活质量、社会工作和活动

能力。帕利哌酮缓释片是利培酮的活性代谢产物，它

是首个在临床应用的利用控释技术的非典型抗精神病

药物［4］。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是近年来新兴的物

理治疗方法，通过作用于大脑的前额叶皮质来影响大

脑的功能。国内外研究显示，rTMS 已经越来越多的

被应用于精神疾病及心理疾病的治疗。目前，国内关

于应用 rTMS 联合非典型抗精神病药来改善精神分裂

症认知功能缺损的相关报道较少，本研究拟通过观察

rTMS 联合帕利哌酮缓释片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临床疗效及认知功能的比较分析来了解 rTMS 和药物

合用能否增强改善该类患者的认知功能缺损，为临床

治疗精神分裂症提供更多的临床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 2018 年 11 月～2019 年 11 月在我院住院

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 61 例。入组标准：①符合

ICD-10 精神分裂症诊断，病程 <2 年；②既往无帕利

哌酮缓释片及 rTMS 治疗史；③不伴其他精神疾病；

④年龄 18～55 岁；⑤初中文化及以上；⑥阳性与阴

性症状量表（PANSS）评分 >70 分。排除标准：①有

脑器质性及躯体疾病；②有癫痫病史家族史的患者；

③有 rTMS 治疗禁忌症者；④有嗜酒及药物滥用者；

⑤妊娠、哺乳期女性；⑥对药物过敏的患者；⑦正在

服用影响认知功能药物的患者。61 例患者按随机数

字法分为治疗组（n=30），对照组（n=31）。治疗组：

男 16 例，女 14 例；平均年龄（33.04±10.43）岁；病

程（10.82±5.07）月；学历（11.71±2.99）年。对照

组：男 16 例，女 15 例；平均年龄（35.21±10.94）岁；

病程（12.57±6.36）月；学历（11.82±2.83）年。入

组患者及监护人签署知情同意书。两组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治疗方法

1.2.1　药物治疗　两组患者均使用帕利哌酮缓

释片，选择 3mg/d 作为起始剂量，每日晨服，适时

调整剂量为 6-12mg/d，疗程为 4 周。两组不能合用

其他抗精神病药物、改善认知功能的药物、情感稳

定剂等。若出现不良反应，根据需要应用盐酸苯海

索片及氯硝西泮片对症处理，治疗 4 周后，治疗组

应用盐酸苯海索片（2.7±1.9）mg/d，氯硝西泮片（1.9
±1.0）mg/d；对照组应用盐酸苯海索片（2.5±1.2）

mg/d，氯硝西泮片（1.8±1.0）mg/d。两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2　rTMS 治疗　治疗组联合应用 rTMS 治疗。

设置参数为：刺激部位：左侧前额叶背外侧皮质；频

率：10Hz；强度：80％运动阈值（MT）；每周 5 次治疗，

每次 20 分钟，刺激共 30 个运动序列，每个序列连

续刺激 5s 后间隔 30s，每日的刺激总量为 1500 次刺

激，总疗程为 4 周。

1.�　观察指标

分别于治疗前后应用 PANSS 量表评定临床症

状，包括阳性症状，阴性症状与一般精神病理症状，

每项采用 1-7 级评分，总分越高代表临床症状越重。

应用 CT、WMS-RC 及 WCST 分别评价患者的注意

力、记忆功能及执行功能。

1.4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 19.0 软件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主

要统计学方法为配对样本 t 检验，独立样本 t 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PANSS 评分比较

治疗后两组 PANSS 总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治

疗组总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表1　PANSS比较（x±s）

组别 n 治疗前总分 治疗后总分

治疗组 30 88.2±9.4 50.4±7.8*#

对照组 31 87.8±8.2 57.9±6.7*

注：*代表组内比较P<0.01。#代表组间比较P<0.01。

2.1　CT、WMS-RC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 CT、WMS-RC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治疗后两组的 CT 净分提高，失误率

降低，WMS-RC 总分及记忆商均提高，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1）。治疗后治疗组 CT 净分高于对照

组，失误率低于对照组，WMS-RC 总分及记忆商均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2　治疗前后两组CT、WMS-RC评分比较（x±s）

组别 时间 n
CT WMS-RC

净分 失误率 总分 记忆商

治疗组 治疗前 30 106.1±19.2 24.2±14.9 94.7±16.4 88.8±14.1 

治疗后 30 122.4±15.2*△ 13.4±8.1*△ 107.5±12.3*△ 104.1±14.5*△ 

对照组 治疗前 31 105.1±16.1 23.3±11.2 95.0±15.8 87.9±14.2

治疗后 31 114.3±12.7* 17.3±5.8* 100.1±13.9* 95.4±13.1*

注：*代表组内比较P<0.01。△代表组间比较P<0.05。

2.�　WCST 评分比较

治 疗 前 两 组 W C S T 评 分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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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不良反应

治疗终末患者的血尿常规、血生化、血糖、心

电图等检查未见明显异常；在治疗过程中，治疗组有

1 例患者头痛，1 例头晕，患者自诉能耐受，未给予

特殊处置，经过休息后患者能自行缓解并能继续坚

持治疗，其他未出现明显的副反应。

3　讨论

目前大家普遍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认知

功能障碍，且是精神分裂症的独立症状。对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缺损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具有

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目前国内外很多研究证实非

典型抗精神病药能够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部分认

知功能缺损。帕利哌酮是新型的抗精神病药物，它

既能够治疗阳性症状，也能治疗阴性症状和认知障

碍［5］。但单一药物治疗的疗效有限，需要其他安全

有效的非药物治疗方法。rTMS 是一种非侵入性的神

经调制技术，通过重复脉冲磁场作用于头皮引起被

刺激区域兴奋性的变化，高频 rTMS 能够增加刺激

脑区的兴奋性 ［6］。大脑左侧前额叶皮质背外侧区域

是和患者的阴性症状和认知功能关系最密切的区域，

所以在多项研究中，学者们采用高频 rTMS 刺激患者

左侧前额叶皮质背外侧区来增强皮质的兴奋性和代

谢率，从而达到改善认知功能的目的［7］。所以本研

究刺激部位选择在左侧前额叶皮质背外侧区。

本研究结果发现：治疗后，两组的 PANSS 评分均

低于治疗前，且治疗组的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说明

联合 rTMS 对于改善患者的精神症状更加有效。两组

的 CT 和 WMS-RC 评分均优于治疗前，对照组 WCST

的总应答数、持续错误数及非持续错误数评分优于

治疗前，说明单用帕利哌酮缓释片对精神分裂症患者

的注意功能、记忆功能及部分执行功能有部分改善作

用。高咏莉等［8］研究证实帕利哌酮对精神分裂症患者

的记忆功能和部分执行功能有很好的疗效。韩攸村

等［9］应用帕利哌酮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 3 个月后，应

用 MCCB 对认知功能进行评价，结果发现 MCCB 社会

认知、视觉学习、推理能力因子有明显提高 。这与本

研究结果相似。其主要的作用机制是帕利哌酮可以阻

断中脑 - 皮质多巴胺通路产生 5-HT2A 受体促使多巴

胺受体脱抑制释放，激活皮质背外侧 D1 受体从而治

疗阴性症状及促进认知功能恢复；同时帕利哌酮可以

增强大脑皮质 GABAB 受体介导的抑制作用进而改善

了精神分裂症患者对大脑皮质的抑制作用［10］。帕利哌

酮对 5-HT 的拮抗作用可改善睡眠结构和昼夜节律，

同时其受体纯净，无明显的嗜睡、镇静等不良反应，

也有利于认知功能的改善。同时帕利哌酮对 D3 受体

有拮抗作用，对认知功能有较好疗效［11］。本研究在治

疗后对两组间比较发现治疗组 CT、WMS-RC 各指标

评分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

疗组 WCST 评分优于对照组，其中总应答数、持续错

误数及非持续错误数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 或 P<0.01）。其中持续错误数减少提示患

者对测试任务的理解能力、视觉注意力和听觉注意力

提高；完成分类数增加提示患者的认知转移能力、注

意和执行能力有所增强。这说明 rTMS 联合帕利哌酮

缓释片比单用帕利哌酮缓释片更有助于改善患者的

认知功能。赵静等［12］的研究发现，应用 10Hz 的 rTMS

刺激 4 周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注意分及记忆分有所

改善，佐证了 rTMS 可以改善患者的部分认知功能。

Mittrach 等［13］同样应用 10Hz 的 rTMS 对患者进行为期

2 周的治疗，应用 WCST 评估后发现患者的执行功能

有所改善。这与本研究成果相似。rTMS 治疗改善认

知功能可能的机制是 rTMS 可以改善皮质的兴奋性，

有证据表明皮质兴奋性的改变可以让损伤的认知功能

（P>0.05），治疗后两组的总应答数、持续错误及

非持续错误数降低（P<0.01），治疗组的正确应答数

及完成分类数提高（P<0.05）。治疗后治疗组的总

应答数、持续错误及非持续错误数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 或 P<0.01）。

表3　治疗前后两组WCST评分比较（x±s）

组别 时间 n 总应答数 正确应答数 持续错误数 随机错误数 完成分类数

治疗组 治疗前 30 106.2±12.9 51.2±9.2 31.8±13.2 23.1±1.9 4.7±1.3

治疗后 30 89.3±9.9*△ 53.2±6.3α 21.1±6.1*# 14.9±5.3*△ 5.1±1.1α

对照组 治疗前 31 105.4±14.5 50.2±9.7 32.9±14.1 22.2±10.2 4.6±1.5

治疗后 31 95.9±13.9* 50.6±9.5 25.9±9.8* 19.3±9.8α 4.6±1.2

注：α代表组内比较P<0.05，*代表组内比较P<0.01。△代表组间比较P<0.05，#代表组间比较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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