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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磺必利联合奥氮平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疗效

孙　兵 1 、 孙法瑞 2 、 骆明杰 1 、 黄丽娟 1

【摘要】目的　探讨氨磺必利联合奥氮平用于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疗效，并观察其对患者认知

功能的影响。方法　收集 2014 年 1 月～2016 年 3 月本院 78 例诊断为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随机分

为对照组（奥氮平）与治疗组（奥氮平联合氨磺必利），每组各 39 例。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8 周后采

用阳性症状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CST）及韦氏记忆量表（WMS）评

价患者其临床症状及认知功能改善情况；统计两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PANSS 评分、WCST 评分和 WMS 评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 8 周后，两组患者

PANSS 评分、WCST 评分和 WMS 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且治疗组上述各项评分改善程度均优于

对照组（P< 0.05）。治疗组治疗总有效率 92.31％，明显高于对照组 69.23％（P< 0.05）；治疗期间两

组患者均无严重性不良反应发生。结论　氨磺必利联合奥氮平治疗首发精神分裂症可有效改善患者

临床症状及认知功能，同时具有较好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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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amisulpride combined with olanzapine on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SUN Bing，SUN Farui，LUO Mingjie，et al. Psychiatric Hospital of Huangshi City，Huangshi 43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amisulpride combined with olanzapine on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and to observe its effect on cognitive function of these patients. Methods 78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were selected from January 2014 to March 2016 and then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treated 

by olanzapine）and the treatment group（treated by olanzapine combined with amisulide），39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of the patients were evaluated by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 （WCST） and Wechsler memory scale （WMS） before and 8 weeks after treat-

ment，and the result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adverse reac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

pared as well.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PANSS scores，WCST scores and WMS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After 8 weeks of treatment，PANSS scores，WCST scores and WMS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both bett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and all the indexes mentioned abov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92.31％，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was 69.23％（P<0.05）. No serious adverse reac-

tion occurred in both the two groups during the treatment. Conclusion Amisulpride combined with olanzapine has better 

clinical effect on clinical symptom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of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patients，at the same time it 

has a goo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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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精神科临床上很常见一种的重

性精神疾病，可表现为阳性症状、阴性症状，认

知症状等［1］。其中认知症状可表现在注意力，记忆

力，抽象思维等方面的障碍，认知症状是精神分裂

症的原发症状之一，而不是疾病发展的结果［2］。有

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障碍的发生率大约

为 85.0％，且随着病情的发展，患者记忆、抽象思

维及执行功能等方面障碍的加重，对其日常生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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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等均会产生严重的影响［3］。目前临床上改善精

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症状的方法仍以药物治疗为主，

其中奥氮平、利培酮、氨磺必利等均为临床常用的

药物。目前国内对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精神分裂症的

总体临床疗效研究报道甚多，但对患者认知功能的

影响报道相对较少［4］。本次研究为探讨氨磺必利联

合奥氮平治疗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疗效及对患

者认知功能的影响，特将本院收治 78 例首发精神分

裂症患者实施研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本院 2014 年 1 月～2016 年 3 月 78 例诊断为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格法法分为

对照组（奥氮平治疗）与治疗组（奥氮平联合氨磺必

利治疗），每组各 39 例。所有研究对象均符合《中国

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3 版》有关精神分裂症

诊断标准，患者均为首发患者，既往无抗精神病药

物治疗史，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分 >60
分，所有患者及家属均签字同意参加本项研究，本

项研究已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排除严重肝肾

功能障碍、过敏体质、妊娠或哺乳期妇女、严重躯

体疾病或精神发育迟滞等。治疗组：男 17 例、女 22
例；年龄 20～53 岁，平均为（43.1±4.2）岁；病程

10～34.6 个月，平均为（25.8±4.3）月；对照组：男

20 例、女 19 例；年龄 22～55 岁，平均为（42.7±4.6）
岁；病程 10.5～35.2 个月，平均为（26.1±4.4）月；

两组患者病程、年龄等资料相比，组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奥氮平起始剂量为 5 mg/d，2 周内根据

病情调整时用药剂量为 10～20 mg/d，2 周后用药剂

量为 20 mg，并维持该剂量。治疗组：于对照组治疗

基础上加用氨磺必利治疗，起始剂量为 200mg/d，2
周内根据病情调整时用药剂量为 800 mg/d，2 周后用

药剂量为 800 mg/d，并维持该剂量。两组均治疗 8 周。

1.3　观察指标

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8 周后采用阳性症状与阴

性症状量表（PANSS），其中阴性量表 7 项，阳性量

表 7 项，一般精神病理量表 16 项及评定攻击行为危

险性的 3 个补充项目，分别以 1～7 分表示，1 分为

无任何症状，7 分为症状极为严重；威斯康星卡片

分类测验（WCST），共 13 个观测指标，另外还要评

估韦氏记忆量表（WMS），上述量表均于计算机上完

成，并生成评价报告。利用上述 3 个量表来评价患

者其临床症状及认知功能改善情况。统计两组临床

疗效及不良反应，其中临床疗效参照患者治疗前、

后 PANSS 评分改善情况予以评价，临床控制：减分

率≥ 80.0％；显效：减分率 50.0％～79.0％；进步：

30.0％～49.0％；无效：减分率 <29.0％；总有效 = 临

床控制 + 显效。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录入至 excel 表中，本文数据均经过 SPSS 

20.0 版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平均值 ± 标准差（x±

s）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或百分比

（n，％）表示，组间比较用 χ2 检验。当 P<0.05 时，

表示差异明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 8 周后 PANSS 评分

情况

治疗前，两组患者 PANSS 评分比较，组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8 周后，两组患者阳

性症状评分、阴性症状评分、一般精神病理症状评

分及总分明显低于治疗前，且治疗组各项评分均明

显低于对照组，上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 8 周后 WCST 评分

及 WMS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 WCST 评分及 WMS 评分比较，组

间差异不明显（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 WCST 评

分（正确数、完成分类数、随机错误数及持续错误

数）、WMS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改善，且治疗组各项

评分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8周后PANSS评分情况（x±s，分，n=39）

组别 时间 阴性症状 阳性症状 一般精神病理症状 总分

对照组 治疗前 26.71±6.98 26.98±9.53 30.29±10.82 88.76±11.11

治疗后 15.64±6.11① 14.66±5.02① 23.37±8.57① 56.69±7.81①

治疗组 治疗前 26.76±7.03 27.01±9.57 30.31±10.79 88.81±10.89

治疗后 12.74±5.23①② 12.11±4.28①② 20.14±6.18①② 50.17±6.17①②

注：与治疗前相比，①P<0.05；与对照组相比，②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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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治疗组治疗总有效率 92.31％，明显高于对照组

69.23％，P<0.05，见表 3。
表3　两组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n=39

组别 临床控制 显效 进步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17 10 8 4 69.23

治疗组 25 11 2 1 92.31

χ2 22.72

P 0.00

2.4　不良反应

治疗期间，两组患者均各发生 1 例口干，嗜睡，

1 例体质量增重，但症状均较轻，未影响研究结果，

无严重性不良反应发生。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精神科常见重性精神疾病，目前

对该病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清楚，目前得到较为广

泛认证的是其发病可能与大脑内部部分神经递质失

调，尤其是多巴胺系统功能失调有关［5］。有相关学

者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症状之一为认知功

能障碍，该症状一般发生于精神分裂症早期，随着

患者病情的发展，进而可能会致患者记忆力及智力

损害［6-7］。也有相关报道指出，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

功能损害程度与其生活质量呈负相关性［8］。目前临

床主要采用药物治疗精神分裂症，药物治疗不但可

取得良好的治疗精神病性症状的效果，同时还可减

轻患者认知功能损害程度，从而有利于改善其日后

生活质量［9-10］。奥氮平、氨磺必利是临床上常用的

治疗精神分裂症的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临床有关

单一药物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报道较多，但有关两药

联合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的疗效的报道

甚少［11］。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 8 周后，两组患者阳性

症状评分、阴性症状评分、一般精神病理症状评分

及总分明显低于治疗前，但服用奥氮平联合氨磺必

利的治疗组各项评分均明显低于只服用奥氮平的对

照组（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 WCST 评分、WMS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改善，且治疗组各项评分改善程

度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 8 周后治疗组治疗总

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期间两组均

未出现严重性不良反应发生。本研究采用的奥氮平

是新一代抗精神病药物，其可选择性阻断边缘系统

D2 受体，达到缓解患者阳性症状的效果；同时其还

可作用于 5- 羟色胺 2 受体，有利于患者阴性症状的

改善。本研究通过口服奥氮平治疗，其可于 5～8h

内达到血浆峰值，具有较长半衰周期，可持续性发

挥药效，因此具有较好临床疗效［12］。但有研究发现，

采用奥氮平治疗首发精神分裂症存在一定局限性，

该药物对患者认知缺陷症状的改善并不理想。所以

为弥补奥氮平治疗不足之处，本研究特辅以氨磺必

利治疗，该药物是一种广谱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

对人体脑内 DA 系统有双重拮抗作用，其中低剂量药

物则可阻断患者中脑 DA 传递，且高剂量可增强患者

前额叶通路 DA 传递［13］。此外，该药物与人体内 D1、

D3 等亚型亲和力较低，因此发生不良反应较少［5］。

本项研究结果显示氨磺必利与奥氮平连用，可以更

有效地有效改善患者认知功能，有利于提高临床疗

效。综上所述，采用氨磺必利联合奥氮平治疗首发

精神分裂症临床疗效显著且安全，同时可以更好地

改善患者认知功能，因此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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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有利于更好地确保药物维持治疗的疗效。

但研究中仍有部分患者疗效较差，这可能是由

于群体心理治疗较为注重患者之间的群体交流、共

同治疗和进步等，使部分患者未能得到医师与之有

效的接触和评估，导致未能及时发现及处理个别患

者症状的波动，提示医师应更多地参与至患者交流

中，以及时了解、评估患者的精神状态并作出有效、

相应的处理。此外，本研究样本量较少，不足以完

全、有效代表该疗法在精神分裂症中的实际疗效及

作用，往后仍需加强相关研究已提供更有力的依据，

综上所述，基于以患者为中心的群体心理治疗

可有效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情和社交功能，有

利于改善患者的抑郁情绪和提高其服药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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