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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培酮与氟哌啶醇治疗儿童抽动障碍的效果及安全性对比分析

王小勇 、 付明利 、 胡巧梅 、 胡肖阳

【摘要】目的　对比应用利培酮与氟哌啶醇治疗儿童抽动障碍的效果与安全性。方法　将我院 ��

例儿童抽动障碍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对照组 42 例给予氟哌啶醇口服治疗，观察组 4� 例给

予利培酮口服治疗，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后单胺类神经递质水平变化、症状变化、疗效及不良反应。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 NE、DA 水平均明显升高，�-HT 水平及 YGTSS 评分显著降低，观察组治疗 2、

4、� 周 TES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治疗 2 周末 YGTSS 评分高于对照组（P< 0.0�）；观察组 NE、DA、

�-HT 水平、总有效率及治疗 4、� 周末 YGTSS 评分与对照组相比无统计学意义（P> 0.0�）。结论　

利培酮与氟哌啶醇均能够有效调节儿童抽动障碍患者单胺类神经递质水平，改善症状体征，利培酮

起效慢，但不良反应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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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risperidone and haloperidol in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tic disorder　　WANG Xiaoyong，FU Mingli，HU Qiaomei，et al. Hebi City People's Hospital Pediatrics，Hebi 
458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risperidone and haloperidol in children with tic dis-

order. Methods　Eighty-five children with tic disorder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assigned by a randomized digital 

table.42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haloperidol orally，and 43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risperidone. The level of monoamines transmitter，symptoms，clinical outcomes and adverse effec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levels of NE and DA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while the 5-HT level 

and YGTSS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both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The TESS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t 2，4，and 8 weeks. The YGTSS score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at the 2nd week of treatment. The group（P<0.05）. The levels of NE，DA，5-H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and the YGTSS scores at the 4th and 8th week of treatment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Both risperidone and haloperidol can effectively regulate the levels of monoamine neurotransmitters in 

children with tic disorder，improve symptoms and signs，risperidone has less adverse reactions.

【Key words】Risperidone；Haloperidol；Tic disorder；Safety

儿童抽动障碍的发生与遗传、神经生化异常、

脑功能异常、脑结构异常、心理、免疫等因素相关［1］，

氟哌啶醇能改善患者症状，但不良反应影响了其应

用。利培酮不良反应相对较低。本研究对比利培酮

与氟哌啶醇治疗儿童抽动障碍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1 月 ~2018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 85 例

儿童抽动障碍患者，经实验室、脑电图、头颅 CT、

MRI 等检查确诊符合儿童抽动障碍的诊断标准［2］，纳

入患儿家属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均为首次确诊，

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排除药物禁忌症患儿，既往

精神疾病史，依从性差不能配合治疗者。采用随机数

字表法进行分组，对照组 42 例，其中男 29 例，女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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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6~14 岁，平均（9.91±0.93）岁；病程 0.7~2.3
年，平均（1.46±0.22）年。观察组 43 例，其中男 31
例，女 12 例；年龄 5~15 岁，平均（9.95±0.89）岁；病

程 0.7~2.5 年，平均（1.49±0.25）年。两组患者资料

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 照 组 患 者 给 予 氟 哌 啶 醇 片 （ 国 药 准 字

H33020585，规格 2mg*100 片）口服，首次剂量 1mg/

次，1 次 /d，7d 后可逐渐增至 2mg/ 次，1 次 /d；观察

组患者给予利培酮片（国药准字 H20050160，规格

1mg*20 片）口服，首次剂量 0.5mg/ 次，1 次 /d，7d

后剂量不变，2 次 /d，两组患者均持续治疗 8 周，并

对比疗效。

1.�　观察指标

（1）单胺类神经递质水平比较：抽取静脉血

3mL，离心 3000 r/ min，离心后取血清 2mL 送实验室，

采用由武汉博士德生物有限公司提供的试剂盒，应

用酶联免疫法检测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去甲肾上

腺素（noradrenalin，NE）、多巴胺（dopamine，DA）、5-

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5-HT）水平变化；（2）

症状体征变化比较：采用耶鲁综合抽动严重程度量表

（YGTSS）进行评价，其内包括运动、语言两大项，

每项可分为包括抽动类型、抽动频率、抽动强度、

复杂程度、干扰程度 5 小项，采用 0~5 级评分法判定，

总分 50 分，分数越高提示症状越严重；（3）临床疗

效 显效：YGTSS 评分减分率 >70％；有效：YGTSS 评

分减分率 30％-70％；无效：未达有效标准；（4）不

良反应比较：采用副反应量表（TESS）进行评价，依

据 0-4 级评分法判定，其中 0 分为无，1 分为极轻或

可疑，2 分为轻度，3 分为中度，4 分为重度［3］。

1.4　统计方法

文中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

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 χ2 值进行检验，计

量资料采用（x±s）表示、t 检验，P<0.05 认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单胺类神经递质水平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 NE、DA、5-HT 水平均无统计

学意义（P>0.05），治疗后 NE、DA 水平均较治疗前

显著提升，5-HT 水平较治疗前显著降低，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组间对比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详情见表 1。

2.2　症状体征变化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后 4 周及 8 周后 YGTSS

评分变化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治

疗后 2 周 YGTSS 评分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详情见表 2。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NE、DA、5-HT水平对比（x±s）

组别 时间 NE（ng/L） DA（ng/L） 5-HT（μg/L）

对照组（n=42） 治疗前 116.36±55.61 31.25±15.65 159.91±45.68

治疗后 173.99±61.23△ 58.89±16.75△ 107.97±55.66△

观察组（n=43） 治疗前 117.01±55.73 31.33±15.73 160.11±46.88

治疗后 175.95±60.11△ 59.91±16.66△ 108.79±55.25△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YGTS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2周后 治疗4周后 治疗8周后

对照组 42 43.91±5.59 33.61±4.39 25.21±3.66 16.11±2.71

观察组 43 44.01±5.63 38.79±5.33* 26.35±3.71 15.59±2.66

注：与对照组比较，t =4.8978，*P=0.0000<0.05。

2.�　临床疗效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总有效率 76 .74 ％与对照

组患者的 76 .19 ％基本相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详情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42 23（54.76） 9（21.43） 10（23.81） 32（76.19）

观察组 43 25（58.14） 8（18.60） 10（23.26） 33（76.74）

注：与对照组比较，χ2=0.0036，*P=0.9520>0.05。

2.4　不良反应

观察组患者治疗 2 周、4 周及 8 周后 TESS 评

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情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治疗后TES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2周末 治疗4周末 治疗8周末

对照组 42 2.61±0.33 2.13±0.41 2.09±0.35

观察组 43 1.36±0.21* 1.41±0.19* 1.29±0.23*

注 ：与对照组比较，t =20 .8852，10 .4272，12 .4819，
*P=0.0000，0.0000，0.0000<0.05。

3　讨论

儿童抽动障碍是指以不自主、非节律性、重复、

突发、刻板、快速、单一或多部位发声抽动和（或）

运动抽动为主要特点的慢性、复杂性神经精神障碍，

<5 岁者发病率约为 40％［4］，运动抽动发生较早，多

于 7 岁前出现，发声抽动出现较晚，多于 11 岁前出

现，约有 10％~60％的患者有阳性家族史，对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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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及生长发育均造成严重影响［5，6］。患儿主要

表现为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及 5- 羟色胺等单胺类

神经递质异常，这也是目前临床治疗的主要靶点［7］。

氟哌啶醇是临床上治疗儿童抽动障碍的常用

药物，它吸收快，通过拮抗多巴胺受体快速发挥

作用［8］。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NE、DA、

5-HT 水平及 YGTSS 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提

示氟哌啶醇能够有效改善抽动障碍患者的单胺类神

经递质水平，消除症状体征。但是患者治疗后不良

反应较多，降低患者治疗依从性，不利于临床应用。

利培酮属于第二代抗精神病类药物，与多巴胺

D2 受体、5-HT2 受体及 5- 羟色胺能均有着较高的

亲和力［9］。本研究发现：两组患者治疗后单胺类神经

递质水平、症状体征改善效果及总有效率均基本相

当，证实利培酮治疗儿童抽动障碍能够产生与氟哌

啶醇相当的治疗效果。同时，观察组患者治疗期间

TESS 评分在各时间段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提示

利培酮应用于儿童抽动障碍治疗中有着更高的安全

性，这可能与与利培酮可以有效的维持中枢系统多

巴胺功能与 5-HT 功能平衡有关。观察组治疗 2 周后

YGTSS 评分高于对照组，提示利培酮治疗儿童抽动

障碍在早期起效较慢，可能与其在机体内的吸收速

度有关。王敏建等［10］的研究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利培酮与氟哌啶醇均能够有效治疗

儿童抽动障碍，氟哌啶醇起效较快，但不良反应明

显，利培酮起效慢，但安全性高。本研究样本量较

小，样本来源较为单一，观察时间也比较短，所以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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