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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抽搐电休克（MECT）联合氨磺必利治疗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的疗效及
不良反应

王志民 1 、 王　帅 2 、 齐向东 1 、 张建南 1 、 王小艳 1

【摘要】目的　应用无抽搐电休克（MECT）和氨磺必利联合治疗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阴性症状的

疗效及不良反应。方法　前瞻性选取 201� 年 � 月 ~2016 年 � 月本院收治的以阴性症状为主的精神分

裂症 92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按照临床所用不同治疗方案分成 2 组，将应用单纯氨磺必利医

治 46 例患者作为对照组，将应用 MECT 和氨磺必利联合医治 46 例患者作为观察组，对两组临床疗

效、阴性因子评分及不良反应情况进行对比。结果　观察组医治 14w 后背数记忆、再认、联想与图

片评分均比对照组优（P< 0.0�）；观察组第 4w、�w 阴性因子评分改善幅度均比对照组显著（P< 0.0�）；

两组医治后总不良反应率 4.��％、�.�0％对比无明显差异（P> 0.0�）。结论　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者

联合应用 MECT 和氨磺必利能够提高记忆能力，改善患者阴性因子评分，且不良反应少，值得临床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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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combining modified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MECT）with Amisulpride on negative 
symptoms in th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ANG Zhimin，WANG Shuai，QI Xiangdong，et al. Psychiatric De-
partment of Fuxin Psychosis Prevention and Cure Hospital，Fuxin 12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urvey the effect of combining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MECT）with amisulpride 

on negative symptoms i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92 cases of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ith 

negative symptoms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5 to May 2016 were analyzed prospectively. The 92 patients were di-

vided into two groups based on different clinical treatment methods.46 cases of patients were treated by amisulpride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other 46 cases were treated by combining MECT with amisulpride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efficacy and adverse reac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　After 14 week of treatment，the score in num-

ber memory，recognition，association and image in patients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superio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improvement extent in negative factor score in patient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uperio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after the fourth and eighth week treatment；The total adverse reaction rat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5.71％ and11.43％，which was not obvious difference. Conclusion　Combining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with amisulpride to cure negative symptoms i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can improve patients’negative symptoms 

and memory ability.

【Key words】Negative symptoms；Schizophrenia；Modified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Amisulpride；Adverse re-

actions

精神分裂症，具有较高致残率，还会增加自残

和自杀等发生风险，对患者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需要高度重视［1，2，3］。目前认为：精神分裂症主要由

认知损害、解体症状、情感症状、阴性症状和阳性

症状组成，其中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主要包括动机

缺乏、语言贫乏、注意力缺陷与情感缺失、淡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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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淡等，表现为对周围事物漠不关心和表情呆板，

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且通常发生于精神分裂症的

衰退期，给患者日常生活造成严重损害，致使患者

无欲无求、不修边幅及逐渐孤僻，最终导致衰退，

疾病早期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对患者回归社会发挥着

十分重要作用［4］。目前对于阴性症状一般采用第二

代抗精神病药物来治疗，但效果欠佳［4］。为取得理

想治疗效果，促进患者病情缓解和预后改善，本研

究对于本院 2015 年 5 月 ~2016 年 5 月以阴性症状为

主的 92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分别行单纯

氨磺必利和联合无抽搐电休克（MECT）治疗，现将

详细内容作如下报告。

1　资料及方法

1.1　一般性资料

选取 2015 年 5 月 ~2016 年 5 月本院收治的以阴

性症状为主的 92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

分析，提交的研究方案经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

有被试者符合 ICD－10 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 

［6］，被试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哺乳或者妊娠期妇

女、存在肾肝心功能不全及患脑部器质病变者排除。

按照临床所用不同医治方案分成对照组及观察组，

均为 46 例，对照组男女比例 20∶26，年龄 20~52
岁，平均（32.35±2.05）岁，病程 1~14y，平均（7.30
±0.25）y；观察组男女比例 21：25，年龄 20~51 岁，

平均（32.33±2.04）岁，病程 1~13y，平均（7.28±

0.23）y；两组基线资料对比均无显著差异（P>0.05）。

1.2　医治方案

对照组单纯应用氨磺必利（H20113231，0.20g/

片）医治：初始剂量 100mg/d，再按照患者具体病情

和耐受状况，于 1w 内将剂量增加为 200~400mg/d。

在对照组基础上，观察组联合 MECT 医治：仪器选择

美国 SPECT 公司的 THYMTRON- Ⅳ型治疗仪，选用

双颞侧型电极，患者在每次治疗之前禁食 8h，行平

卧体位，静注 0.60mg 阿托品（H32020236，0.30mg/

片）和 1.50~2mg/kg 丙泊酚（J20080023，20ml：

0.20g），待患者睫毛上反应消失以后，静注 1-1.50mg/

kg 琥珀胆碱（H31020599，2ml/ 支），且于全身肌颤

完全消失之后，置口腔保护器和进行通电医治；第

3d 应用 MECT，一般做 6~9 次，1 次 /2d，3 次 /w，

于第 3w 后改 1 次 /w，两组均连续医治 8w 后开始评

估疗效。

1.�　观察指标

⑴临床疗效：记忆能力；⑵阴性症状因子评分；

⑶不良反应：失眠、便秘、头痛、恶心。

1.4　记忆能力和阴性因子评分评判标准［�，�］

按照韦氏记忆量表（WMS）评判患者记忆能力，

包括背数记忆、再认、联想及图片评分等，瞬时记

忆为 10 分，短时记忆为 4~9 分，长时记忆为 1~3 分。

参照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判患者阴性因

子情况，分数为 40 分，得分和患者阴性因子改善状

况成反比。

1.�　统计学应用

数据利用 SPSS22.0 软件分析，正态计量资料借

助（x±s）形式表示，两组正态计量数据组间、组内

对比用 t 检验；两组正态计数资料借助例数［n（％）］

形式表示，计数资料组间率对比用 χ2 检验，两组差

异比较具统计学意义时 P<0.05。

2　结果

2.1　两组医治后 14w 临床疗效对比

观察组医治第 2w 背数记忆、再认、联想及图片

评分均较对照组优（P<0.05），详情见表 1。
表1　两组医治后14w临床疗效对比（x±s，分）

组别（n=例数） 背数记忆 再认 联想 图片

对照组（n=46） 6.50±2.45 6.60±2.30 5.52±1.40 5.40±1.35

观察组（n=46） 3.20±0.20a 3.15±0.10a 3.05±0.02a 2.30±0.25a

t 7.9422 8.8657 10.4366 13.3580

aP ＜0.05 ＜0.05 ＜0.05 ＜0.05

注：和对照组对比，aP<0.05。

2.2　两组医治前、后阴性因子评分对比

观察组医治第 4w、8w 阴性因子评分均较医治前

和对照组优（P<0.05），详情见表 2。
表2　两组医治前、后阴性因子评分对比（x±s，分）

组别（n=例数） 医治前 医治第4w 医治第8w

对照组（n=46） 33.78±6.10 27.20±3.08a 23.80±2.60a

t - 5.6966 8.9040
aP - ＜0.05 ＜0.05

观察组（n=46） 33.82±6.05 20.16±2.05ab 18.30±1.80ab

t - 12.6511 14.5463
aP - ＜0.05 ＜0.05

t - 11.2570 10.2896
bP - ＜0.05 ＜0.05

注 ：组内和医治前对比，aP<0 .05；组间同期对比，
bP<0.05。

2.�　两组不良反应对比

两组医治后总不良反应率对比未显示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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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χ2=0.1783），详情见表 3。
表3　两组不良反应对比［n（％）］

组别（n=例数） 失眠 便秘 头痛 恶心 总计

对照组（n=46） 0（0.00） 1（2.17） 1（2.17） 2（4.35） 4（8.70）

观察组（n=46） 0（0.00） 0（0.00） 1（2.17） 1（2.17） 2（4.35）

3　讨论

对于精神分裂症，其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

临床特征主要表现为不协调行为、思维及感知觉，

为脑功能研究热点，临床医治方法包括药物、康复

及 MECT 等，且药物联合 MECT 方案得到临床普遍

应用。

目前，对于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的发病机制并

不明确，可能和 5- 羟色胺系统功能出现紊乱及患者

额前叶多巴胺活性降低密切相关，加之此类病症患

者多数预后不良，患者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低，因

此临床上早期积极实施有效医治措施对患者病情控

制和预后改善发挥着十分重要作用［9］。为寻求精神

分裂症阴性症状临床有效医治方法，本研究对应用

单纯氨磺必利医治对照组和应用 MECT 与氨磺必利

联合医治观察组记忆能力、阴性因子评分及不良反

应状况加以对比分析。

于本研究结果中：观察组医治后 14w 背数记忆、

再认、联想及图片评分均较对照组优，且医治第 8w

阴性因子评分（18.30±1.80）分较对照组（23.80±

2.60）分优，表明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者应用 MECT

和氨磺必利联合医治具有显著效果，有利于提高患

者记忆能力和改善阴性因子评分，有效缓解患者病

情。另外，两组医治后总不良反应率 4.35％与 8.70％

对比未显示高度差异，表明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者

无论应用单纯氨磺必利或是应用 MECT 和氨磺必利

联合医治均具有较高安全性。

MECT 属于现代物理医治方法，其工作原理为

借助短暂适量电流对患者中枢神经类系统产生刺激

作用，以同步化大脑皮层电活动，使患者出现短暂

性意识丧失，从而引起皮层广泛脑电发放与全身抽

搐，以有效控制患者精神症状，提高疾病治疗效果，

能够克服传统电痉挛医治缺点，且借助麻醉药物能

够减轻患者抽搐状况和减少恐惧感，具有起效快和

安全性高等特点，对患者躁动、兴奋、木僵及抑郁

心理起到快速控制作用，有利于改善患者阴性症状，

促进病情缓解，提高患者联想、图片等记忆能力。

MECT 具有简单、安全、起效快及易于掌握等特点，

能够使患者病情得到有效缓解，促进阴性症状因子

评分改善。氨磺必利为一种新型非典型性抗精神疾

病药物，对 D2、D3 具有高选择性与亲和性，低剂量

对边缘系统的中部突触后前额叶多巴胺受体具有阻

断作用，有效缓解患者阴性症状，其和 MECT 联合

医治将发挥协同作用，取得显著效果，促进患者症

状改善和记忆能力提高［10，11］。此外，本研究记忆状

况和章龙泽等［12］文献研究结果相似，进一步验证精

神分裂症阴性症状者应用 MECT 和氨磺必利联合医

治的可行性，能够实现提高患者记忆能力目的。基

于受外部环境及样本例数等因素影响，有关精神分

裂症阴性症状者应用 MECT 和氨磺必利联合医治后

生活质量改善情况，需临床深入研究加以验证补充

及合理改善。

综上所述，以阴性症状为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无论应用单纯氨磺必利或是应用 MECT 和氨磺必利

联合医治的安全性均较高，患者头痛、恶心等不良

反应发生率低，应用 MECT 和氨磺必利联合医治更

有利于提高患者记忆能力，促进患者阴性因子评分

改善，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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