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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西汀联合治疗精神分裂症伴强迫症状患者的疗效观察

王　翠 1 、 苏海陵 2 、 王　进 1 、 张　刚 1 、 付新慧 1

【摘要】目的　观察氟西汀联合常规疗法治疗对具有强迫症状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有效性与安全

性。方法　选择 201� 年 1 月至 201� 年 12 月期间，在我院接受治疗的具有强迫症状精神分裂症患

者 201 例，将入组患者随机分为氟西汀组（102 例）与对照组（�� 例）两组，氟西汀组患者接受氟西

汀联合常规治疗，对照组患者仅接受常规治疗，比较两组之间疗效与安全性差异。结果　对比对照

组，氟西汀组在接受治疗后，耶鲁 - 布朗评分（Y-BOCS 评分）及宽容性评分（TO 评分）均明显降低

（P< 0.0�）；两组对比，简明精神病量表（BPRS）评分及安全性评价不良反应量表（TESS 评分）均无

明显差别（P> 0.0�）。结论　氟西汀联合常规治疗可以明显缓解精神分裂症患者强迫症状，改善患

者社交信任与宽容程度，具有一定疗效与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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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fluoxetine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methods o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ith obsessive-
compulsive symptoms　WANG Cui，SU Hailing，WANG Jin，et al. Corning hospital elderly mental hospital in 
Jinzhou City，Jinzhou 12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lev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fluoxetine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therapy in th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ith obsessive-compulsive symptoms；Methods　We chose the 201 cases during January 2013 

to December 2015 in our hospital.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fluoxetine group （102 cases），who re-

ceived fluoxetine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treatment，while the control group （99 cases）only received routine treat-

ment. And then we evaluated the efficacy and the safety after a course of treatment；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after treatment，the Yale Brown obsessive （Y-BCOS）score and tolerance （TO）score of the fluoxetin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0.05）；Bu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on 

the scores of Brief Psychiatric Rating Scale（BPRS）and Treatment Emergent Symptom Scale（TESS）. Conclusion　

Combined with the routine therapy，the fluoxetine could improve the obsessive-compulsive symptom i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Key words】Schizophrenia；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Fluoxetine.

1　前言

强迫症状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症状，有文献［1］显

示，强迫症状在精神类疾病当中，特别是在慢性精

神分裂症中的发病率正在逐年攀升，在最常见的

精神类疾病中的患病率排名第四，而其终身的患病

率约为 2％～3％，年患病率约为 1％。以氟西汀

为代表的选择性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SRI）是公认的治疗强

迫症状的有效药物［2，3］。但目前针对精神分裂症合并

强迫症状的患者是否应用氟西汀尚无有力的循证医

学证据支持［4，5］，本研究对抗精神分裂治疗结合氟西

汀抗强迫症状治疗进行疗效与安全性观察，现将研

究结果报道如下：

2　材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与研究设计

择取于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我院精神

科病科进行诊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1127 例，其中患

有精神分裂症合并强迫症状的患者 201 例，占总患

［作者工作单位］1. 辽宁省锦州市康宁医院老年心理医院门诊（锦州，121000）；2. 辽宁省锦州市康宁医院精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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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人数的 17.83％。实验设计方案获得我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并全过程跟踪。其中女性患者 96 例，男性患

者 105 例，入组患者平均年龄（34.82±14.29）岁。

2.2　纳入与排除标准

（1）纳入标准：①年龄 18～70 岁，性别不限；

②符合精神分裂症［6］及强迫障碍［7］的诊断标准；③入

院前未经过系统治疗或者经过治疗已经过洗脱期；④

患者或其监护人对实验设计及可能风险知情并签署

知情同意书。

（2）排除标准：①合并其他躯体疾病；②患者同

时患有其他精神障碍疾病

（3）剔除标准：剔除中途失访、转院治疗、擅

自服用其他药物等患者。

2.�　随机分组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 201 例患有精神分裂症

合并强迫症的患者（包含剔除患者）随机分为氟西汀

组与对照组，其中氟西汀组 102 例患者，对照组 99
例患者。

2.4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喹硫平治疗，首日剂量 50mg，

次日 100mg，第三日 200mg，随后根据情况逐渐增加

为 200～700mg 每日。氟西汀组在抗精神病治疗的基

础上联用氟西汀，药物剂量为 20～60mg/d。 

2.�　疗效与安全性评价

疗效与安全性评价工具包括：①耶鲁 - 布朗评分

（Y-BOCS 评分）；②宽容性评分（TO 评分）；③简明

精神病量表（BPRS 评分）；④不良反应量表（TESS 评

分）。评估时间点包括入组基线与第 8 周末。所有评

估医师均为我院中级以上职称精神专科医师，并且

经过专业相关培训，且评估医师对患者分组与治疗

情况均实施盲法。

将所有抗精神病药物进行统计和记录，准确记

录患者每日服药剂量，计算每日均值。

统计氟西汀在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的类型及发

生人数，并针对患者不良反应对药物剂量进行调整，

提供心理干预，使其能够尽量完成本次研究，若患

者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立即终止氟西汀使用。

2.�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采用均值±标准差（x±s）表示，组

间比较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率的比较采用百分数表

示，组间差异采用 χ2 检验。所有统计学方法依靠

SPSS12.0 统计软件完成，检验阈值α=0.05。

3　结果

�.1　一般情况

基线时，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程、口

服抗精神疾病药物剂量、Y-BOCS 评分、TO 评分

及 BPRS 评分等人口学资料及临床特征具有均衡性

（P>0.05），见表 1。
表1　两组人口学资料及临床特征（x±s）

组别 氟西汀组 对照组 P 值

年龄（岁，x±s） 35.18±16.28 34.87±15.21 0.89

性别
（n，％）

男 59（57.84） 46（46.46） 0.14

女 43（42.16） 53（53.54）

病程（月，x±s） 82.40±51.19 84.21±67.85 0.83

口服抗精神病药物剂量（mg，x±s） 401.52±120.13 390.93±120.65 0.53

Y-BOCS评分（x±s） 23.41±7.32 23.65±6.53 0.81

TO评分（x±s） 9.23±3.87 8.94±4.19 0.61

BPRS评分（x±s） 85.75±24.85 85.22±45.13 0.93

注：口服抗精神病药物剂量：氟西汀组（102例患者每日口

服氟西汀剂量）和对照组（99例患者每日口服喹硫平剂量）总

和的统计数据。

�.2　疗效及安全性评价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氟西汀组中有 4 例患者

（3.9％）由于发生意外、出国或搬家等原因失去

联系，所以遂将其剔除实验。治疗 8 周后，氟西汀

组在 Y-BOCS 评分、TO 评分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但在 BPRS 评分、TESS 评分方面，两组

数据无明显差别（P>0.05）。如表 2 所示。
表2　两组疗效和安全性评分比较

组别 氟西汀组 对照组 t 值 P 值

Y-BOCS评分（x±s） 18.52±1.26* 22.11±9.29 -4.935 0.039

TO评分（x±s） 14.37±1.32* 10.19±3.74 5.485 0.032

BPRS评分（x±s） 73.12±33.12 77.23±42.94 0.76 0.45

TESS评分（x±s）  3.41±1.21 3.22±1.47 1.01 0.32

注：*P<0.05-对照组

�.�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分析

研究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7 .6 ％，低

于对照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33.3％），两组

经卡方检验比较得知 χ2=9.3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研究组中恶心呕吐、失眠及头痛患者，

通过调整药物剂量和心理干预措施，患者不良反应

减轻，可以耐受治疗；性功能障碍患者，通过心理干

预和用药剂量调整后，继续用药，未发生持续的性

功能降低。鼻粘膜出血患者经过细致检查，未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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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出血点，降低药物剂量后，后续随访无鼻出血 现象。

表3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分析

组别 例数 恶心 失眠 口干 头痛/头晕 呕吐 鼻粘膜充血 发生率

对照组 99 8（8.1％） 4（4％） 0（0.00） 5（5.1％） 9（9.1％） 7（1％） 33（33.3％）

研究组 102 1（0.9％） 1（0.9％） 5（4.9％） 8（7.8％） 3（2.9％） 0（0.00） 18（17.6％）

χ2 9.39

P >0.05

4　讨论

氟西汀是我国应用较为普遍的抗抑郁、抗强迫

障碍药物［8］。本研究对合并强迫症状的精神分裂症

患者接受氟西汀联合常规精神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

性进行了对照研究，研究结果发现，接受氟西汀联

合常规治疗的患者在 Y-BOCS 评分（18.52±1.26 v.s. 

22.11±9.29，P=0.039）与 TO 评分（14.37±1.32 v.s. 

10.19±3.74，P=0.032）明显低于单纯常规治疗的患

者。相关研究［9，10］也证实，以氟西汀为代表的 SSRI

类药物可以作用于海马齿状回等中枢神经的神经发

生各个时相，甚至能诱导神经干细胞分化，促进其

结构和功能的重塑，此外还能提高 5- 羟色胺在神经

元中的浓度，从而改善患者强迫症状。氟西汀联合

精神类药物同样具有缓解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的作

用。在临床实践中，氟西汀也被广泛应用各类精神

科疾病的联合治疗。

本研究结果同样显示，氟西汀组与对照组患者

在 TESS 评分上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这主要是因为

氟西汀自身副作用较小，精神类药物常见的抗胆碱

毒性和心脏毒性较为少见［11］，同时氟西汀胃肠吸入

率较高，用药后体内血药浓度可以较长时间保持稳

定。本研究的安全性评价结论与其他研究［5，12］保持

一致，提示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联用氟西汀并未增加

患者的副反应风险，具有一定安全性和可耐受性。

尽管氟西汀安全性较高，副作用较少，但为更

好地对患者用药安全给予重视，研究中实验还针对

氟西汀不良反应进行了分析，从随访病例中，氟西

汀主要不良反应以恶心呕吐、失眠、头痛为主，与

临床大量研究基本一致，且通过调整剂量及心理干

预等，患者均可以耐受治疗，完成治疗疗程。同时，

由于本次收治案例较多，还发现个别报道较少的不

良反应出现，包括性功能障碍及鼻粘膜出血。性功

能障碍的不良反应多发生在用药 2 个月后，可能与

氟西汀可以阻断α- 肾上腺素受体、色胺及抗胆碱能

作用有关，而氟西汀作为 5-HT 回收阻断剂，可以直

接或者间接地与 5-HT 神经末梢作用，进而干扰患

者的性功能，且药物作用导致中枢受体及脊髓受体，

并直接作用到外周 5-HT 受体导致血管平滑肌收缩

作用被抑制，也可以导致性兴奋被抑制，性兴奋时

收缩作用减弱。鼻粘膜出血方面，目前国内外对氟

西汀导致的出血报道较少，偶见患者出现散在的出

血点，本次鼻粘膜 1 例出血的患者，经过细致分析，

认为其与氟西汀使用存在一定的关系，在降低用药

剂量和长期随访后发现，患者没有再出现此情况，

推测可能与剂量过大有关，这可能与氟西汀作用到

5-HT，并对血管收缩和扩张产生调节作用有关，大

量的氟西汀使用会引起 5-HT 在缺损血管床聚集，导

致外周出血。

氟西汀不良反应中还存在关于认知障碍、自杀

倾向等，由于本次案例较少且为精神分裂的患者，

所以此方面调查困难，没有进行记录，需要临床进

一步选择单纯强迫症状患者进行研究。

综上所述：氟西汀联合其他抗精神障碍药物治

疗精神分裂症合并强迫症状患者在改善患者强迫思

维与行为方面具有明确的疗效，且联合治疗并未增

加其副作用风险，具有较好的安全性。但本研究同

样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如评价人员的单一性可

能会对评价结果造成偏倚，今后应更加制定科学合

理的随机双盲对照临床研究设计方案，继续对氟西

汀联合常规治疗精神分裂症合并强迫症状的可行性、

安全性与疗效方面进行深入评价，并对远期疗效进

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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