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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剂量阿立哌唑联合氨磺必利对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症状及性功能、
催乳素的影响

王华阳 、 杨献红 、 黄　瑛 、 张婕文

【摘要】目的　探讨小剂量阿立哌唑联合氨磺必利用于男性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疗效。

方法　将本院 2015 年 5 月 ~2016 年 3 月收治的 62 例诊断为首发精神分裂症的男性患者随机分为对

照组与治疗组，各 31 例。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8 周后评价患者其临床症状及认知功能改善情况；检

测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催乳素水平及性功能情况。结果　治疗 8 周后，两组患者阳性与阴性症

状量表（PANSS）各项评分均明显低于治疗前，且治疗组各项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两

组患者治疗后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CST）评分、韦氏记忆量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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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组治疗总有效率 90.32％，明显高于对照组

64.52％，（P< 0.05）；对照组治疗后亚利桑那性体验男性量表（ASEX）各项评分及催乳素水平明显高

于治疗前，且高于治疗组，（P< 0.05）。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无差异。结论　小剂量阿立哌唑联合氨

磺必利治疗男性首发精神分裂症可有效改善其临床症状及认知功能，且较氨磺必利单药治疗对性功

能及催乳素的影响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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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low dose of aripiprazole combined with amisulpride on clinical symptoms and sexual function，
prolactin of male schizophrenic patients　　WANG Huayang， YANG Xianhong，HUANG Ying，et al. 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Shanghai 20003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low dose of aripiprazole combined with amisulpride on psy-

chotic symptoms，cognitive function. Methods　62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first episode schizophrenia from May 

2015 to March 2016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treatment group，31 cases for each group. The clini-

cal symptom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were evaluated before and 8 weeks after treatment. The serum prolactin level and 

sexual function were measur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t. Results　After 8 weeks of treatment，the sco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mptoms （PANSS）i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and the scores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Wiscon-

sin Card Examination （WCST）score and the Wechsler Memory Scale （WMS）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m-

pared with those before treatment，and the improvement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0.32％ in the treatment group，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64.52％，P<0.05）. The scores of the ASEX score and prolactin level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signifi-

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Higher than the treatment group （P<0.05）.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in-

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Conclusion　Low dose of aripiprazole combined with amisulpride 

in the treatment of male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cognitive 

function，and have less influence on sexual function and prolactin level compared with using amisulpride for therapy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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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生认知损伤率

大约为 85.0％，且随着患者病情的发展，患者记忆、

抽象思维及执行功能等受到损害，且 30.0％~80.0％

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及 45.0％~80.0％男性精神分裂

症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性功能障碍；对其日常生活质

量及工作等均会产生严重性影响［1］。目前临床主要

通过药物以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和认知功能恢复，阿

立哌唑、氨磺必利等均为临床常用一线抗精神病药

物，但不管采用何种药物治疗，对其效果优劣性仍

存在一定争议性；抗精神病药物多巴胺功能的拮抗作

用可致催乳素水平升高，然高催乳素血症可抑制促

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的周期分泌，降低血清性腺激素

水平而致患者性功能障碍［2］。本次研究为探讨氨磺

必利联合小剂量阿立哌唑治疗男性首发精神分裂症

患者临床疗效及对患者认知功能、性功能、催乳素

的影响，本研究选取我院收治男性首发精神分裂症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将本院 2015 年 5 月 ~2016 年 3 月  62 例诊断为

首发精神分裂症的男性住院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格

法分为对照组与治疗组，各 31 例。符合《中国精神

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3］有关精神分裂症诊

断标准，患者均为首次发病，入院前未服用抗精神

病药物，患者及家属均签字同意参加本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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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患有神经阻滞剂恶性综合征或迟发性运

动障碍患者；泌乳素垂体腺瘤或合并其他严重躯体或

内分泌疾病患者；有物质滥用或依赖。治疗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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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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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05）。

1. 2　方法

对照组：氨磺必利治疗，起始剂量为 200mg/d，

2 周内根据病情及患者躯体情况逐渐调整时用药剂

量，最大剂量不超过 800 mg/d。

治疗组：于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小剂量阿立

哌唑（10 mg/ 片）治疗，2.5 mg/d。

两组治疗期间如出现连续 3 天以上严重失眠或

药物不良反应，可酌情短期给予抗胆碱能药物或苯

二氮卓类药物等对症处理，但不更换抗精神病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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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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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共 10 个项目及韦氏记忆量

表（WMS）［6］，于计算机上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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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空腹静息状态采集患者

肘部静脉血约 5 mL，检测仪器为西门子公司生产的

ADVIA Centaur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系统，试剂盒为该

公司配套泌乳素试剂盒，检测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血清催乳素水平［8］，并采用亚利桑那性体验男性量

表（ASEX）评价患者治疗前后性功能情况，内容包

括：性冲动、性欲唤起、勃起功能、性高潮及高潮满

意度，得分高于 19 分则判断为性功能障碍，自评结

果获得妻子认可［9］。

1. 4　统计学方法

用 SPSS18.0 软件包处理，计量资料用（x±s）表

示，比较用 t 检验；计数用 χ2 检验，用（n，％）表示；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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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组 间 P A N S S 评 分 无 明 显 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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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明

显低于治疗前，且治疗组各项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

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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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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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2。

2. 3　两组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治疗组：临床控制 25 例、显效 3 例、进步 2 例、

无效 1 例；对照组：治疗组治疗总有效率 9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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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不良反应

本文研究中，对照组：1 例恶心呕吐、1 例焦虑；

观察组：1 例焦虑、1 例激越。但两组患者不良反应

率无明显差异，且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而消失或减

轻，所有患者可耐受。

3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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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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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献报道称［10］，抗精神病药主要是通过对下丘

脑多巴胺、垂体催乳素、外周性腺睾酮 3 个层面的作

用导致患者出现性功能障碍。氨磺必利、阿立哌唑

是临床常用治疗精神分裂症的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

临床有关单纯药物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报道较多，但

有关阿立哌唑联合氨磺必利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

认知功能、性功能及催乳素的影响报道甚少。

治疗组精神病性症状和认知功能等改善程度较

对照组更显著（P<0.05）。此外两组患者不良反应

明显高于对照组 64.52％（χ2=8.70，P<0.05）。

2. 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催乳素水平及性功能

各项指标评分情况

治疗前，组间各指标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

对照组治疗后 ASEX 总分及各项因子评分催乳素水

平明显高于治疗前，且高于治疗组，（P<0.05）；治疗

组的治疗前、后 ASEX 总分及各项因子评分、催乳

素水平相比，差异不显著（P>0.05）；见表 3。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8周后PANSS评分情况 （x±s，分，n=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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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8周后WCST评分及WMS评分比较 （x±s，分，n=31）

指标
对照组 治疗组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正确数 25.68±2.98 28.11±2.51① 25.71±3.01 29.97±2.66①②

完成分类数 3.11±1.02 3.86±0.72① 3.08±0.98 3.99±0.94①②

随机错误数 19.85±9.42 11.45±7.33① 19.87±9.38 8.49±6.41①②

持续错误数 20.51±9.76 16.92±9.33① 20.49±9.82 12.68±7.66①②

WMS评分 66.82±5.29 72.61±6.28① 66.79±5.31 84.69±7.69①②

注：与治疗前相比，①P<0.05；与对照组相比，②P<0.05。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催乳素水平及性功能各项指标评分情况 （x±s，分，n=31）

指标
对照组 治疗组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催乳素（ug/L） 12.68±10.11 48.67±50.38①② 12.70±10.07 12.63±9.75

ASEX总分 12.67±5.86 18.63±5.37①② 12.60±5.91 12.63±6.01

性冲动（分） 2.27±0.98 4.87±0.87①② 2.31±0.93 2.34±0.96

性欲唤起（分） 2.17±0.68 4.28±1.06①② 2.16±0.73 2.21±0.82

勃起功能（分） 2.68±1.63 2.97±1.79①② 2.71±1.58 2.74±1.65

性高潮（分） 1.98±0.91 2.49±0.87①② 2.01±0.86 2.09±0.91

高潮满意度（分） 2.98±1.36 5.18±1.27①② 3.01±1.32 3.10±1.27

注：与治疗前相比，①P<0.05；与治疗组相比，②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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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率差异不明显，且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均消失

或减轻，患者可耐受。本研究采用的氨磺必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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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有效改善患者阴性、阳性症状及认知

功能，有利于提高临床疗效。本研究中另一种药物

阿立哌唑在低剂量时对 D2 受体占有率较低，对脑代

谢和认知功能的损害较小，且为 5HT1A 受体部分激

动剂，可提高 5HT1A 受体的内在活性。而且相对于

阻断 D2 受体，5HT1A 受体的激动作用占主导。本研

究合并用药组认知功能有改善可能与此有关。 但氨

磺必利具有多巴胺双重阻断作用，从而抑制垂体催

乳素释放的负反馈机制而致患者血浆催乳素水平升

高；然阿立哌唑是多巴胺受体的部分激动剂，在多巴

胺功能低下时，其可起到刺激作用，因此辅以小剂

量阿立哌唑治疗可能还会减轻患者血清催乳素升高

水平。抗精神药物可阻断多巴胺受体，然多巴胺是

性欲维持的主要神经递质，当多巴胺功能下降时则

可致患者性欲下降；本研究中氨磺必利治疗时可致患

者血清催乳素水平明显升高，当患者处于高水平催

乳素状态时，其可抑制性欲及促性腺激素、性激素

的分泌，最终致患者性功能障碍［11］。然小剂量阿立

哌唑具有多巴胺平衡拮抗作用，同时对患者血清催

乳素水平的影响较小，甚至还可改善因氨磺必利治

疗所致催乳素水平升高情况。所以建议在采用氨磺

必利治疗男性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时可辅以小剂量

阿立哌唑以减轻对患者性功能的影响；同时治疗期间

可检测患者催乳素水平变化。

综上所述，采用氨磺必利联合小剂量阿立哌唑

治疗男性首发精神分裂症临床疗效显著且安全，同

时有利于改善患者认知功能，还能减轻对氨磺必利

对催乳素及性功能的影响，因此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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