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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立哌唑联合认知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

李建功 、 赵永萍 、 仇玉莹 、 李　洁

【摘要】 目的　探讨阿立哌唑联合认知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方法　将 �2 例

精神分裂症患者随机分为阿立哌唑联合认知干预组（研究组，n=4�）和阿立哌唑组（对照组，n=4�），

疗程 12 周，采用 PANSS 评估患者的精神症状，WCST、CPT、TMT、CF、HVLT-R 及 WMS- Ⅲ评估

患者的认知功能，TESS 评估患者的不良反应。结果　治疗 12 周末两组 PANSS 各项评分较治疗前均

显著降低（P< 0.01），而研究组阴性症状分、一般症状分及总分较对照组显著降低（P< 0.05 或 0.01），

阳性症状分较对照组则无明显变化（P> 0.05）。两组 WCST、CPT、TMT、CF、HVLT-R 及 WMS- Ⅲ

评分较治疗前均明显改善（P< 0.01），且研究组较对照组改善更加明显（P< 0.05 或 0.01）。两组患者

TESS 量表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阿立哌唑联合认知干预对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

的认知功能可能优于单用阿立哌唑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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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of Aripiprazole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Intervention in Cognitive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LI Jiangong，ZHAO Yongping，QIU Yuying，et al.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Tianjin Anding 
Hospital，Tianjin 30022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icacy of cognitive function i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treated by aripip-

razole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intervention. Methods　A total of 92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46 study group（treated with aripiprazole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intervention）and 46 control group（treated 

with aripiprazole only）for 12 weeks. Psychotic symptoms was assessed by PANSS. Cognitive function was assessed by 

WCST，CPT，TMT，CF，HVLT-R and WMS- Ⅲ . TESS was assessed side effects during treatment. Results　In the 

treatment of 12th weekend，compared with the baseline，all the scores of PANSS in both group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1）. The PANSS negative，general and total treatment scale scores of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P<0.05 or P<0.01），while the positive syndrome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The scores 

of WCST，CPT，TMT，CF，HVLT-R，WMS- Ⅲ in both groups were all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pre-treatment

（P<0.01），and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uperior to control group（P<0.05 or P<0.01）. Two groups shown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ide effects（P>0.05）. Conclusion　Aripiprazole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intervention has 

better efficacy to improve cognitive function of schizophrenia than single aripipraz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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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功能障碍可持续存在于许多精神分裂症

患者中，其损害程度直接影响患者的社会功能及生

活质量，是临床上评估疾病预后良好的主要指标之

一［1］。目前精神分裂症患者急性期的症状得到了较

为满意的控制，但从远期疗效来看，其认知障碍改

善并不理想，因此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的改善

更应受到重视。本研究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应用阿立

哌唑联联合认知干预，并与阿立哌唑单独治疗进行

比较，旨在探讨阿立哌唑联合认知干预对患者认知

功能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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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 2014 年 3 月 ~2016 年 2 月在我院住院治疗

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共 92 例，其中男 43 例，女 49
例。随机分配到阿立哌唑联合认知干预组（研究组）

或阿立哌唑组（对照组）。研究组 46 例，男 22 例，

女 24 例，年龄（25.02±5.58）岁，教育年限分别为

（12.11±3.64）年，病程分别为（3.46±1.39）年。对

照组 46 例，男 21 例，女 25 例，年龄（24.89±6.36）
岁，教育年限分别为（12.45±4.01）年，病程分别为

（3.23±1.66）年。两组在性别、年龄、教育年限及

病程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①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

第四版（DSM-IV）轴 1 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

②年龄 18~55 岁，性别不限，病程≤ 5 年；③右利手，

受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上，可以顺利完成各项测验；④

入组前一月内未接受过无抽搐电休克治疗，经颅磁

刺激治疗或者使用任何抗精神病药；⑤患者及家属同

意参与，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具有 DSM-IV 中其他精神疾病诊断

者；②近 1 个月有物质滥用史者；③有严重的躯体疾病，

包括未控制的高血压、严重的心血管、脑血管、肺部

疾病、甲状腺疾病、糖尿病、癫痫等；④有严重的躯

体残疾，无法完成各项测验者；⑤怀孕以及哺乳妇女。

此研究方案经过天津安定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

通过，所有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药物治疗方案　两组均给予阿立哌唑（国

药准字 H20060521，5mg/ 片）治疗，起始剂量 5mg/d

口服，2 周后根据病情酌情增加剂量至（15~30）mg/

d，平均剂量（23.18±2.77）mg / d，共 12 周。受试

者在研究过程中不得换用或联用其他抗精神病药物，

禁止合并使用心境稳定剂，若出现较严重的锥体外

系反应，可酌情联用盐酸苯海索、普奈洛尔，对伴

有失眠的患者可酌情使用镇静催眠类药物。

1.2.2　研究组除上述阿立哌唑药物治疗外　给

予认知干预，集体心理治疗每次 30min，个体心理治

疗每次 40~60min，每周 2 次。方法：（1）根据患者

具体情况评估其认知行为状况，制定治疗方案；（2）
与患者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深入了解病情，并进

行精神卫生健康教育；（3）培养患者自我照料能力，

并按照由易到难、由轻到重、由机械性到复杂性的

原则循序渐进的进行生活技能训练、人际交往训练、

情绪控制训练及职业康复训练；（4）逐步纠正患者

的异常认知思维方式和行为，调整患者的人际关系，

增加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每次治疗后布置作业，以

指导下一次治疗，并在下次治疗时进行评估。

1 .2 .3　测评工具　采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

（PANSS）评估患者的精神症状；威斯康星卡片分类

测试（WCST）评估患者的执行功能，持续操作测验

（CPT）、连线测验（TMT）、语义流畅性（CF）、霍普

金斯词汇学习测验 - 修订版（HVLT-R）、WMS- Ⅲ

空间广度测验（WMS- Ⅲ）评估患者的认知功能；副

反应量表（TESS）评估患者的不良反应。

量表评定由经过统一培训的 2 名精神科主治医

师对受试者入组前及第 12 周末进行评定。

1.2.4　统计处理

采用 SPSS17.0 软件。应用 χ2 检验、t 检验统计

学方法分析数据，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 PANSS 评分的比较（见表 1）

（1）组内比较 两组治疗后 PANSS 各项评分较治

疗前均显著降低（P<0.01）。

（2）组间比较 两组在治疗前 PANSS 各项评分

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研究组的阴

性症状分、一般症状分及总分较对照组均显著降低

（P<0.05 或 0.01），阳性症状分较对照组虽有下降，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1　两组PANSS评分的比较（x±s）

组别
例数 阳性症状 阴性症状 一般症状 总分

（n） 0周 12周 t2 0周 12周 t2 0周 12周 t2 0周 12周

研究组 46 19.01±4.71 13.67±3.98 6.168** 23.16±6.73 16.45±5.85 7.924** 33.05±3.89 25.84±4.39 8.273** 75.17±7.87 55.57±5.56 10.841**

对照组 46 18.42±3.19 14.92±5.02 4.988** 22.92±5.57 18.59±7.14 6.467** 33.98±5.13 29.51±6.21 6.884** 75.32±6.43 62.92±7.94 7.218**

t1 0.727 -1.224 0.292 -2.259* -1.225 -3.934** -0.189 -5.990**

注：*P<0.05，**P<0.01；t1表示两组之间同期比较，t2表示组内治疗前后比较。

2.2　两组 WCST 评分的比较（见表 2）

（1）组内比较 两组治疗后完成分类数、正

确反应数、持续反应数评分较治疗前均显著提高

（P<0.01），错误反应数及持续错误数评分较治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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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两组不良反应的比较

研究组不良反应有胃肠道反应 2 例、头晕 3 例、静

坐不能 1 例、口干便秘 2 例、失眠 2 例；对照组有恶心 3
例、头晕 2 例、静坐不能 1 例、口干便秘 1 例、失眠 1
例，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无统计学意义（χ2=0.276，

P>0.05）。上述不良反应多为一过性，一般能耐受，继

续治疗可减轻或自行消失，部分经对症处理后减轻。

3　讨论

阿立哌唑为 DA 系统稳定剂，可增强对 DA 和

5-HT 平衡的调节作用，总体安全性较好，对精神

分裂症的阳性、阴性、情感及认知症状均有较好的

疗效，为患者长期获益奠定了良好基础［2］。多项研

究证实，阿立哌唑对改善患者认知功能具有促进作

用［3，4］。Kern［5］等研究显示阿立哌唑对精神分裂症患

者的语言学习、工作能力及记忆力有良好的改善效

果，提示阿立哌唑有助于减轻精神分裂症伴随的认

知功能障碍，利于患者的长期维持治疗。阿立哌唑

广泛阻断 5-HT2A 受体，直接或间接刺激 5-HT1A 受

体，并对多巴胺 D2 受体具有一定的激动作用，不良

反应较少，能够改善认知功能［6］。精神分裂症患者

认知功能受损与海马的功能缺陷有关，而阿立哌唑

通过激活 5-HT1A 受体促进海马齿状回神经元的再

生，从而改善认知功能［7］。

由于单纯使用抗精神病药物对认知功能的改善

作用有限，随着现代生物医学水平的发展，认知治

疗成为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另一种重要手段。研究发

现认知治疗能有效改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

症状，提高患者的康复疗效，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8］。

本研究显示，两组 PANSS 各项评分较治疗前均

显著降低，研究组阴性症状分、一般症状分及总分

较对照组显著降低，而阳性症状分较对照组也有一

定程度的降低。可能原因是，认知治疗有助于恢复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知力，继而增强其对疾病的认

识和对幻觉妄想的分辨力，提高患者治疗的依从性。

两组治疗后 WCST、CPT、TMT、CF、HVLT-R 及

WMS- Ⅲ评分较治疗前均明显改善，且研究组较对

照组改善更加明显，提示阿立哌唑联合认知干预对

精神分裂症患者改善记忆、注意力、信息处理速度

及执行功能较单纯应用阿立哌唑治疗疗效显著，安

全性高。这与相关研究结果基本一致［9，10］。

本研究探讨阿立哌唑联合认知干预对精神分裂

则显著减低（P<0.01）。

（2）组间比较 两组在治疗前 WCST 各项评分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研究组完成分

类数、正确反应数、持续反应数评分较对照组均显

著升高（P<0.01），错误反应数及持续错误数评分较

对照组则显著减低（P<0.05 或 0.01）。

2.�　两组 CPT、TMT、CF、HVLT-R 及 WMS-

Ⅲ评分比较（见表 �）

（1）组内比较 两组治疗后 CPT、CF、HVLT-R

及 WMS- Ⅲ评分较治疗前均显著提高（P<0.01），

TMT 评分较治疗前则显著减低（P<0.01）。

（2）组间比较 两组在治疗前各量表评分均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研究组 CPT、

CF、HVLT-R 及 WMS- Ⅲ评分较对照组均显著升高

（P<0.05 或 0.01），TMT 评分较对照组则显著减低

（P<0.01）。

表2　两组WCST评分的比较（x±s）

组别
例数 完成分类数 正确反应数 错误反应数 持续反应数 持续错误数

（n） 0周 12周 t2 0周 12周 t2 0周 12周 t2 0周 12周 t2 0周 12周 t2

研究组 46 1.85±0.91 3.16±1.14 -17.155** 27.25±7.29 37.01±8.28 -9.031** 38.08±10.32 27.27±8.11 8.494** 16.25±7.22 17.92±5.93 -5.927** 17.83±6.19 14.33±4.07 6.583**

对照组 46 1.84±0.31 1.93±0.59 -4.750** 27.03±6.48 29.92±7.31 -5.113** 37.75±8.96 29.86±9.18 5.005** 16.06±5.02 16.73±6.08 -4.969** 17.68±5.38 15.91±6.02 3.576**

t1 0.363 15.314** 0.442 8.394** 0.709 -2.393* 0.419 2.853** -0.475 3.317**

表3　两组TMT、CF、WMS-Ⅲ及CPT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CPT TMT CF HVLT-R WMS-ⅢS

（n） 0周 12周 t2 0周 12周 t2 0周 12周 t2 0周 12周 t2 0周 12周 t2

研究组 46 2.16±0.51 2.45±0.91 -9.140** 46.58±10.51 34.42±11.31 5.840** 24.84±6.03 30.25±7.14 -6.441** 15.69±1.80 19.20±1.97 -5.759** 13.82±3.74 17.17±2.93 -9.452**

对照组 46 2.17±0.32 2.20±0.43 -7.182** 45.79±12.90 41.83±14.64 4.504** 24.66±8.44 27.01±6.95 -5.410** 15.35±2.06 17.86±1.74 -4.370** 13.75±3.97 14.92±4.67 -5.145**

t1 0.298 6.546** 1.131 -10.225** 0.327 4.979** 0.797 2.517* 0.215 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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