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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培酮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脑电图的影响分析

苏建红 1 、 于俊丽 3 、 闫煜君 2 、 孙志慧 1

【摘要】目的　探讨分析利培酮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脑电图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6 年 2 月 ~2017 年 2 月收治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 200 例，患者在服药前，及服药 1 月后，服药

2 月后均进行脑电图测试，观测并记录患者脑电图变化情况并分析。结果　患者服用利培酮 1、2 月

后脑电图异常率为 40.5％、46.5％均明显高于治疗前的 11.0％（P< 0.05）；并且治疗 1、2 月后脑电图

以轻中度异常率为主（P< 0.05）。治疗 2 个月后脑电图中度异常率为 22.0％明显高于治疗 1 个月后的

10.0％（P< 0.05）。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 50 岁、BMI ＜ 18.5 或≥ 30 和糖尿病是导致精神

分裂症患者脑电图发生异常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服用利培酮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有约 40％异

常脑电图发病率，但一般为轻中度异常，与服药时间无关。需注意控制患者体重和血糖，并对老年

患者定期复查脑电图，以减少不良反应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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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risperidone on electroencephalogram in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SU Jianhong，YU Junli，YAN Yujun，et al. Electroencephalogram room，Eighth People's Hospital of Zhengzhou，
Henan，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risperidone on the electroencephalogram in patients with first-

episode schizophrenia.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200 cases of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c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in February 2016- February 2017 was conducted. EEG tests were performed before and after taking the drug. 

EEG changes were recorded and abnormal EEG was analyzed. Results　After taking risperidone 1 and 2 months，the 

abnormal rate of EEG was 40.5％ and 46.5％，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11％ before treatment（P<0.05）；

And after 1 and 2 months，the EEG was mainly mild to moderate（P<0.05）. After 2 months，the moderate abnormal 

rate of EEG was 22％，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10％ months after 1 months' treatment（P<0.05）.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ge> 50 years，BMI <18.5 or ≥ 30，and diabetes mellitus a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EEG abnormalities in schizophrenic patients. Conclusions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taking 

risperidone have about 40％ abnormal EEG rates，but are generally mild-moderately abnormal and are not associated 

with medication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control the body weight and blood glucose of the patients，and to review the EEG 

of the elderly patients regularly to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Key words】Schizophrenia；Risperidone；Electroencephalogram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在青壮年中发病率较高的精

神科疾病，目前病因尚不明确，考虑与遗传、社会

关系情况、生活经历等因素有关［1］。由于该病在治

疗过程中易复发，需要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物甚至

联合用药，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上升［2］。利培酮作

为精神分裂症治疗常用药，已被证实可以改变患者

脑电图［3］。本次我院研究利培酮对首发精神分裂症

患者脑电图的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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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6 年 2 月 ~2017 年 2 月收治

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 200 例，其中男 112 例，女

88 例，年龄 20~65 岁，平均年龄 36.7±7.4 岁。既

往吸烟患者 73 例，治疗期间均劝说其戒烟。并发糖

尿病患者 47 例，治疗期间规律服用降糖药物。所

有患者入院后均测量身高和体重，计算其体质指数

（BMI），BMI ＜ 18.5 时判定为偏瘦，BMI ≥ 30 则判

定为肥胖。其中偏瘦患者 30 例，肥胖患者 38 例。

1.2　方法

患者入院后利培酮片（国药准字 H20050160）服

用剂量从 1mg/d 开始，根据患者治疗效果和药物不

良反应发生情况，逐渐增加药物剂量，不超过 5mg/

d。患者在服药前，及服药 1 月后，服药 2 月后均进

行脑电图测试。

所有患者均使用国产北京太阳 solar-2000 数字

定量 16 导脑电图机，按照 10~20 系统方法放置头皮

桥式电极，采用平均参考电极。脑电参数调整为：灵

敏度 50MV/mm，滤波 60HZ，时间常数 0.3 秒，速

度 3cm/ 秒，进行单极、双极导联常规脑电图描记。

描记过程要求记录 20min 清醒状态下的无干扰图形，

并进行睁闭眼试验，记录睁闭眼数次，每次闭眼至

少持续 10 秒；进行深呼吸试验，嘱患者过度换气至

少持续 3min。观测并记录患者脑电图变化情况，对

异常脑电图进行分析。

1.3　纳入排除标准

1.3.1　纳入标准　（1）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

及诊断标准第 3 版（CCMD-3）中精神分裂症诊断标

准［4］；（2）患者为首次确诊，既往未经过精神类药物

治疗；（3）患者年龄在 18 岁 ~70 岁之间；（4）患者

及其家属对本次研究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3.2　排除标准　（1）患者无法配合检查或规

律服药；（2）患者存在利培酮过敏；（3）处于妊娠或

计划妊娠及哺乳期间的女性患者；（4）既往有脑器

质性损害病史或癫痫等神经系统疾病；（5）存在严

重心血管疾病、肝肾功能损害等。

1.4　脑电图诊断标准

（1） 轻 度 异 常 脑 电 图：①α 波 频 率 差 超 过

24.5Hz。波幅不对称，两侧波幅差超过 30％，枕区

超过 50％；②生理反应不明显或不对称；③α 波频

率减慢至 8Hz，波幅达 100 μV 以上且调节不佳；④

β 波增多，波幅达 50-100 μV；⑤额区或颞区中幅

θ波达 20％，低幅 δ 波达 10％；⑥过度换气诱发出

70 μV 以上θ波或 25 μV 以上 δ 波。（2）中度异常脑

电图：①α 波频率减慢为 7~8Hz，枕区原有α 波消

失或一侧减少消失；②额、颞区有阵发性波幅较高的

α活动；③中波幅θ活动数量达 50％；④出现少量棘

波、尖波、棘或尖 - 慢综合波等；⑤过度换气诱发出

高幅 δ 波。（3）重度异常脑电图：①高波幅θ或 δ 波

为主要节律，α波消失或仅存少量 8Hz α波散在；②

自发或诱发长程或反复出现高幅棘波、尖波、棘或

尖 - 慢综合波等；③高度失律、爆发性抑制、周期性

发放等；④持续性广泛性扁平电位。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0.0 进行数据分析，计量数据资料以

（x±s）表示，计数资料以％表示，采用 χ2 检验，

当 P<0.05 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用 Logistic 回归

分析对服用利培酮影响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脑电图

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2　结果

2.1　患者治疗前后脑电图异常情况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患者服用利培酮 1 月后

脑电图异常率为 40 .5 ％，2 月后脑电图异常率为

46.5％（93/200）均明显高于治疗前的脑电图异常率

11.0％；并且治疗 1 月后和 2 月后脑电图以轻度异常

率和中度异常率高于治疗前为主，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治疗 1 月后脑电图轻度异常率和

总异常率与治疗 2 月后比较无明显差异，但治疗 2
月后脑电图中度异常率为 22.0％明显高于治疗 1 月

后脑电图中度异常率为 10.0％（P<0.05）。
表1　患者治疗前、治疗后1月、治疗后2月脑电图异常程度比

较（n％）

治疗前 治疗后1月 治疗后2月

正常范围 178（89.0） 119（59.5）* 107（53.5）*

轻度异常 22（11.0） 61（30.5）* 49（24.5）*

中度异常 0 20（10.0）* 44（22.0）*，#

重度异常 0 0 0

异常率合计 22（11.0） 81（40.5）* 93（46.5）*

注：*表示与治疗前相比较，P<0.05。#表示与治疗后1月相

比较，P<0.05。

2.2　利培酮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脑电图相关

因素分析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年龄对脑电图异常率影响

主要体现在 51~65 岁年龄段（P<0.05）；偏瘦、肥胖、

糖尿病是影响脑电图异常率的相关因素（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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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利培酮对治疗2月后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脑电图相关
因素分析（n％）

影响因素 n 正常范围
（n=107）

异常范围
（n=93） χ2值 P值

年龄（岁）

　　20~35 93 57（28.5） 36（18.0）

20.193 <0.05　　36~50 65 36（18.0） 29（14.5）

　　51~65 42 14（7.0） 28（14.0）

性别

　　男 112 62（31.0） 50（25.0）
5.825 0.187

　　女 88 45（22.5） 43（21.5）

体质指数（Kg/m2）

　　＜18.5 30 9（4.5） 21（10.5）
22.792

<0.05　　18.5~29.9 132 87（43.5） 45（22.5）

　　≥30 38 11（5.5） 27（13.5）

吸烟

　　是 71 33（16.5） 38（19.0）
6.0261 0.135

　　否 129 74（37.0） 55（27.5）

糖尿病

　　是 47 10（5.0） 37（18.5）
27.396 <0.01

　　否 153 97（48.5） 56（28.0）

2.3　利培酮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脑电图异常

相关因素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利培酮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

者脑电图异常相关因素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年龄＞ 50 岁、BMI ＜ 18.5 或≥ 30 和糖尿病是导致精

神分裂症患者脑电图发生异常的独立危险因素。
表3　利培酮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脑电图异常相关因素进

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相关因素 β Wals SE 95％CI P值

年龄＞50岁 0.421 7.115 0.104 2.147 <0.05

BMI＜18.5或≥30 0.276 3.831 0.092 1.338 <0.05

糖尿病 0.519 13.532 0.163 2.101 <0.05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属于精神疾病中患病率较高的疾病

之一，存在阳性及阴性精神症状，并伴有高致残率

特征，给患者及家属正常生活带来恶劣影响［5］。其阳

性症状表现为妄想（被害妄想、关系妄想、嫉妒妄想

等）、幻觉（幻听、幻视、幻嗅等）；阴性症状主要体

现在情感障碍（情感淡漠及情感反应不协调），意志

行为障碍（意志减退，活动减少，离群独处等）［6］。

目前研究显示［7］，精神分裂症这些症状的出现可能与

额前叶多巴胺活性降低和 5- 羟色胺的水平异常有直

接关系。目前针对性药物治疗以第二代非典型抗精

神病药物为主，代表药之一是利培酮，它与 5- 羟色

胺 2（5-HT2）受体和多巴胺 D2 受体有较高亲合力，

从而起到拮抗作用。与 D2 受体结合可以改善精神分

裂症患者阳性症状，以及其对中枢神经系统中 5-HT

结合，可以改善阴性症状，同时减少锥体外系反应［8］。

虽然利培酮药物副反应较小，但是长期服用仍对中

枢神经系统存在影响。我院研究利培酮对首发精神

分裂症患者脑电图影响因素并分析，结果如下。

从我院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患者服用利培酮 1
月后脑电图异常率为 40.5％，2 月后脑电图异常率为

46.5％均明显高于治疗前的脑电图异常率 11.0％；并

且治疗 1 月后和 2 月后脑电图以轻度异常率和中度异

常率高于治疗前为主，说明服用利培酮后患者出现

脑电图异常可能性为中等概率，但是没有重度异常

脑电图，均为轻中度改变，这与常桂花等［9］专家研究

结果相符合。治疗 1 月后脑电图轻度异常率和总异常

率与治疗 2 月后比较无明显差异，但治疗 2 月后脑电

图中度异常率明显高于治疗 1 月后（P<0.05），说明

延长服用利培酮时间并不会增加脑电图异常总发生

率，可以长期使用，但需特别关注中度异常脑电图

患者防止发生药物性癫痫。同时我院患者在服用利

培酮 2 月后脑电图异常发生率与朱玘诺专家［10］研究

组的数据 33.0％比较相当且异常同样以轻中度为主，

证实了利培酮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脑电图影响。我院

研究结果显示，性别与吸烟与否对脑电图异常率发

生无影响，而年龄对脑电图异常率影响主要体现在

51～65 岁年龄段，考虑可能与老年患者中枢神经系

统中 5-HT 受体减少或病变增加，受体结合利培酮减

少［11］。BMI 显示偏瘦和肥胖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以及并

发糖尿病是影响脑电图异常率的相关因素，考虑糖

代谢异常导致神经细胞内能量代谢紊乱，细胞膜上

受体转运功能减弱，增加药物不良反应［12，13］。并且

从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 50 岁、BMI ＜ 18.5
或≥ 30 和糖尿病是导致精神分裂症患者脑电图发生

异常的独立危险因素。我们在日后使用利培酮治疗

精神分裂症患者时要注意帮助患者控制体重，调节

血糖可以减少异常脑电图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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