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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氮平是一种新型的抗精神病药物，目前已经

被广泛应用于临床中，奥氮平能够对大脑内的多巴

胺及五羟色胺等神经递质的受体起到抑制作用，从

而发挥其抗精神病的药理作用，并且具有较少的和

较轻微的副作用［1，2］。目前，对于儿童青少年精神分

裂症患者，临床上主要采用利培酮进行治疗［3］。本

研究选取了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患者 80 例，分别给

予奥氮平和利培酮进行了治疗，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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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奥氮平在首发精神分裂症的儿童青少年患者中的治疗效果和安全性。方法　

选取儿童青少年首发精神分裂症的患者 80 例，随机地分为研究组（n= 40）和对照组（n= 40），对研

究组的患者给予奥氮平进行治疗，对照组的患者给予利培酮进行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

采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和副反应量表对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和治疗后的第 1、2、6、8 周进行评定，

并且比较两组的评定结果。结果　两组的治疗总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在治疗后的第

1、2 周，研究组患者的 PANSS 评分总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对照组患者的静坐不能和震颤

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高于研究组（P< 0.05），其余不良反应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研究组患

者的体重增加值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奥氮平是一种起效快、疗效显著的治疗儿童青

少年精神分裂症的药物，具有较好的安全性，但是奥氮平能够增加患者的体重，对于应用于儿童青

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需要慎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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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and safety of olanzapine in the treatment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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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and safety of olanzapine in the child and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Methods  80 child and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study group（（n=40）and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control group（（n=40）. The patient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The patient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The patient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given olanzapine and the patients of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isperidone.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the 2 groups were 

compared. Us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mptoms scale（PANSS）and adverse event scale（TESS）before treatment and（PANSS）and adverse event scale（TESS）before treatment andPANSS）and adverse event scale（TESS）before treatment and）and adverse event scale（TESS）before treatment andand adverse event scale（TESS）before treatment and（TESS）before treatment andTESS）before treatment and）before treatment andbefore treatment and 

after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two groups of 1，2，6，8 weeks of assess.，2，6，8 weeks of assess.2，6，8 weeks of assess.，6，8 weeks of assess.6，8 weeks of assess.，8 weeks of assess.8 weeks of assess. Results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otal 

effective rate with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1，2 weeks after treatment，study group of pa-），1，2 weeks after treatment，study group of pa-1，2 weeks after treatment，study group of pa-，2 weeks after treatment，study group of pa-2 weeks after treatment，study group of pa-，study group of pa-study group of pa-

tients with total scores of PANSS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P<0.05），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akathisia and tremor ha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observed group（（P<0.05），the rest of the），the rest of thethe rest of the 

adverse reactions h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Children with weight of the added 

valu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Olanzapine is a kind of effective fast，curative，curativecurative 

effect is distinct，the treatment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schizophrenia drug，but olanzapine can increase the weight of，the treatment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schizophrenia drug，but olanzapine can increase the weight ofthe treatment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schizophrenia drug，but olanzapine can increase the weight of，but olanzapine can increase the weight ofbut olanzapine can increase the weight of 

the patients，for application in child and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need careful consideration.，for application in child and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need careful consideration.for application in child and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need careful consi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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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2 年 5 月至 2015 年 5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

的首发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 80 例。纳入标准

为：①所有患者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

标准》的诊断标准；②患者年龄为 7 岁至 16 岁；③患

者为首发精神分裂症。排除标准：①有较为严重的心

肝肾脑等器质性的疾病；②有较为严重的自杀和兴奋

倾向；③入组前 2 个月时间内接受过电休克治疗。将

入选的 80 例患者随机地分为研究组（n=40）和对照

组（n=40）。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的一般资

料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之间具有可

比性。

1.2　治疗方法  

研究组患者采用奥氮平进行治疗，起始剂量为

5mg/d，在第 1 个星期根据患者的病情调整药物剂量

到（10~15）mg/d，平均用药剂量为（11.8±2.9）mg/d。

对对照组的患者给予利培酮进行治疗，起始的剂量

为（0.5~1）mg/d，用药 3 天之后增加剂量至（1~2）

mg/d，根据患者的病情每 3 天调整 1 次用药剂量，平

均剂量为（3.4±1.1）mg/d，连续治疗 8 个星期。根

据患者的病情可以使用苯二氮艹
卓类药物，对于心动

过速的患者可以给予普萘洛尔。

1.3　临床疗效评价标准  

由我院精神卫生科 2 名主任医师进行疗效的评

价，属于双盲评定。痊愈：患者的症状消失，恢复了

自我认知的能力，恢复了社会功能；显著进步：患者

的症状大部分消失，自我认知能力部分恢复；好转：

患者的症状得到轻微的改善；无效：经治疗后，患者

症状无任何改善，甚至恶化。治疗总有效率 =（痊愈

+ 显著进步 + 好转）/ 总例数 ×100％。

1.4　PANSS 量表    

PANSS 为阳性与阴性症状评定量表，主要用于

评定受试近 1 周的精神分裂症相关症状，若结果正

常则说明受试近一周无明显精神病性症状，主要包

括 5 个因子，分别是阴性症状、阳性症状、兴奋敌

对、焦虑抑郁、认知缺损。

1.5　统计学方法  

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测量结

果资料使用（x±s）表示，两组之间差异的比较使

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的两组之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

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的比较 

研究组的治疗总有效率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详见表 1。
表1　研究组和对照组治疗总有效率的比较

组别
痊愈

［n（％）］
显著进步
［n（％）］

好转
［n（％）］

无效
［n（％）］

总有效
率［n（％）］

研究组 13（32.50） 8（20.00） 14（35.00） 5（12.50） 35（87.50）
对照组 14（35.00） 10（25.00） 12（30.00） 4（10.00） 36（90.00）
χ2值 0.125
P 值 0.723

2.2　两组患者 PANSS 评分差异的比较

从治疗后第 1 周开始，研究组患者的 PANSS

评 分 各 个 因 子 评 分 和 总 分 均 显 著 低 于 治 疗 前

（P<0.05），对照组患者的 PANSS 总分和一般病理症

状评分显著低于治疗前（P<0.05），从第 2 周末开始，

两组患者的各个评分因子及总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

（P<0.05），在治疗后的第 1 周末和第 2 周末两组患

者的 PANSS 总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

余时间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PANSS评分的比较（x±s）
组别 PANSS 治疗前 治后1周 治后2周 治后6周 治后8周

研究组 阳性症状 24.4±6.1 20.1±4.1* 18.4±6.1* 13.2±5.1* 12.7±6.2*

阴性症状 22.7±6.3 17.2±6.1* 16.2±5.3* 11.8±4.7* 10.7±7.1*

一般病理症状 43.1±5.7 34.8±6.2* 31.5±6.1* 22.4±7.1* 21.7±5.4*

总分 89.5±14.7 75.4±12.4* 66.7±12.1* 47.9±10.2* 44.6±7.4*

对照组 阳性症状 25.7±6.1 23.5±6.2 20.7±6.1* 12.4±5.4* 12.3±4.1*

阴性症状 22.9±5.1 20.4±6.3 18.6±6.2* 11.9±4.8* 10.7±5.1*

一般病理症状 43.6±6.2 39.1±7.0* 33.8±6.2* 21.8±5.9* 20.5±6.0*

总分 91.7±14.9 82.4±12.9△* 73.9±12.3△* 46.2±9.2* 42.3±10.8*

△表示两组之间比较P<0.05，*表示与治疗前比较P<0.05。

2.3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的比较    

研究组患者的震颤、静坐不能的不良反应显著

低于对照组（P<0.05），其余不良反应两组之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3。研究组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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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体重增加值为（5.62±3.21）kg，对照组患者的

平均体质增加值为（1.24±0.41）kg，两组患者的体

重增加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3　两组之间不良反应的比较

项目 研究组［n（％）］ 对照组［n（％）］ χ2值 P 值

头昏 1（2.50） 2（5.00） 0.346 0.556
出汗 1（2.50） 2（5.00） 0.346 0.556

视物模糊 1（2.50） 3（7.50） 1.053 0.305
兴奋激动 0 2（5.00） 2.051 0.152

震颤 0 6（15.00） 6.486 0.011
肌强直 0 2（5.00） 2.051 0.152

扭转性运动 0 3（7.50） 3.117 0.077
静坐不能 2（5.00） 12（30.00） 8.658 0.003
心动过速 1（2.50） 2（5.00） 0.346 0.556
唾液增多 1（2.50） 2（5.00） 0.346 0.556

失眠 1（2.50） 3（7.50） 1.053 0.305
体重增加 6（15.00） 5（12.50） 0.105 0.745

肝功能异常 1（2.50） 3（7.50） 1.053 0.305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儿童精神类疾病中的一种精神病。

儿童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较成人低。据国外报道 15
岁以下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是 0.14％～0.34％［4，5］。

精神分裂症临床上往往表现为症状各异的综合征，

涉及感知觉、思维、情感和行为等多方面的障碍以

及精神活动的不协调［6，7］。患者一般意识清楚，智能

基本正常，但部分患者在疾病过程中会出现认知功

能的损害。

抗精神病药物的疗效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预后

有着非常重要的直接影响，对于儿童青少年精神分

裂症患者更是如此［8，9］。奥氮平和利培酮都是新型的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对于精神病的治疗效果已经

获得了国内外的一致肯定，并且其不良反应较轻［10］。

在本研究中，研究组的治疗总有效率和对照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了两种药物治疗儿童

青少年精神分裂症均具有较好的效果。我们在进行

两组之间 PANSS 评分的比较时发现，在治疗后的第

1 周和治疗后的第 2 周，研究组患者的 PANSS 评分

总分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P<0.05），说明了奥氮平

比利培酮具有更加良好的早期效果，奥氮平见效更

快，这可能与奥氮平在治疗早期具有较强的镇静作

用有关。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对照组患者的静坐不能和

震颤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高于研究组（P<0.05），

其余不良反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了利培酮具

有较高的锥体外反应发生率，而奥氮平在儿童青少

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疗中具有更好的安全性。

综上所述，奥氮平与利培酮在儿童青少年精神

分裂症患者中的治疗效果相当，但是奥氮平具有更

好的早期效果。一般说来，对于正处于学习阶段的

儿童青少年患者，由于服用利培酮容易发生静坐不

能的不良反应，需要慎重考虑。奥氮平应用于儿童

青少年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中具有起效快、副作用较

少的优点，但是不能忽略奥氮平具有增加体重的不

良反应，故也需慎重考虑。综合比较而言，奥氮平

在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疗中比利培酮具

有更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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