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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哌罗匹隆治疗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效果及不良反应

李晓红 、 王学军 、 吕晓静

【摘要】 目的　探讨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接受盐酸哌罗匹隆治疗的临床效果及不良反应。

方法　将 2019 年 1 月～2020 年 7 月接受利培酮治疗的 35 例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对照组，将

同期接受盐酸哌罗匹隆治疗的 35 例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观察组，对组间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

（PANSS）评分、社会功能、血清泌乳素（PRL）、临床治疗效果、不良反应展开分析。结果　（1）

组间 PANSS 评分在治疗前无明显差异；治疗 8 周后，两组 PANSS 评分均降低，且组间 PANSS 评分无

明显差异（P> 0.05）；（2）组间社会功能评分在治疗前无明显差异；治疗 8 周后，观察组社会性退缩、

职业和工作、兴趣关心评分低于对照组（P< 0.05）；（3）组间 PRL 在治疗前无明显差异；观察组治疗

第 3 周、第 8 周时的 PRL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 0.05）；（4）治疗 8 周后，观察组 3 例无效（8.57％），

对照组 5 例无效（14.29％），两组疗效相当（P> 0.05）；（5）观察组的不良反应为 5.71％，低于对照

组的 22.86％（P< 0.05）。结论　盐酸哌罗匹隆与利培酮治疗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疗效相当，均能

改善患者阳性和阴性症状，但是盐酸哌罗匹隆更好的改善患者的社会功能，不良反应更少，对 PRL

影响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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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and the adverse reactions of perospirone hydrochloride in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LI Xiaohong，WANG Xuejun，LV Xiaojing. Luoyang Rongkang Hospital of Henan Province，Luoyang 471013，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adverse reactions of perospirone hydrochloride in the 

treatment of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9 to July 2020，35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c 

patients treated with risperidone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and 35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c patients treated 

with perospirone hydrochloride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adverse reactions of two 

group were compared. Results　（1）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ANSS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

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2）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ocial function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after 8 weeks of treatment，the scores of social withdrawal，occupation and work，interest and ca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3）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RL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the PRL level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t the 3rd and 8th week of treatment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  0.05）. （4）after 8 weeks of treatment，the curative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was 

equivalent. （5）The rate of adverse reactions was 5.71％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which was lower than that（22.86％）

i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Conclusion　In the treatment of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perospirone hydrochlo-

ride and risperidone have the same curative effect，both can improve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mptoms of patients. 

The perospirone hydrochloride can improve the social function of patients，with less adverse re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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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好发于青壮年，与环境、神经递质

功能、遗传、心理等因素密切相关［1］，若是首次发

病时治疗不彻底，极易复发，严重影响患者生活与

工作。当前主要以抗精神病药来治疗精神分裂症患

者，常用药物包括利培酮，该药属于第二代抗精神

病药物［2］，能够作用于

5- 羟色胺（5-HT）受体、多巴胺（DA）受体［3］，

疗效确切，可以改善患者临床症状，但容易出现高

泌乳素血症、心动过速、肥胖等不良反应，导致患

者服药依从性不佳。盐酸哌罗匹隆药理作用类似于

利培酮，但是对纹状体部位有更强的选择性，不易

出现锥体外系反应［4］，所以对于首发精神分裂症患

者可能有更好疗效。基于此，本文比较首发精神分

裂症患者接受盐酸哌罗匹隆和利培酮治疗的效果及

不良反应。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19 年 1 月～2020 年 7 月接诊且行利培酮治

疗的 35 例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对照组，将同期

接诊且行盐酸哌罗匹隆治疗的 35 例首发精神分裂症

患者作为观察组。对照组：男 / 女为 14 例 /21 例，年

龄 21～63 岁，平均年龄（42.5±15.7）岁；观察组：

男 / 女为 12 例 /23 例，年龄 22～65 岁，平均年龄

（42.8±15.4）岁。纳入标准：①均为首诊、首发患者；

②未接受其他精神病药物治疗；③患者及家属知情且

同意参与研究。排除标准：①精神发育迟滞者；②药

物滥用者；③脑部器质性疾病或是躯体疾病所致精神

异常者；④哺乳、妊娠者；⑤自杀倾向严重者；⑥药

物过敏者。基本资料（性别、年龄等）组间无差异，

P>0.05，可对照研究。

1.2　方法

对照组（行利培酮治疗）：初始时每日服用 2 次

利培酮片（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052330），每次

1mg；第 2d 起每日用药 2 次，剂量为每次 2mg；之后

可结合病情调整剂量为每日 3～6mg。

观察组（行盐酸哌罗匹隆治疗）：初始时每日

服用 3 次盐酸哌罗匹隆片（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080217），每次 4mg；之后可结合病情调整剂量为

每日 12～48mg。

疗程：共 8 周。

1.3　观察指标

将 PANSS 评分、社会功能、PRL、临床治疗效

果、不良反应作为观察指标。（1）PANSS 评分：评价

工具为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5］，7 级评分

法，30 个基本条目；（2）社会功能：评价工具为社会

功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6］，若是存在严重缺陷则

记为 2 分，若是存在轻微缺陷则记为 1 分，若是无

缺陷则记为 0 分，共 10 个项目，本次选取社会性退

缩、职业和工作、兴趣关心三个维度；（3）PRL：于

治疗前、治疗第 3 周、第 8 周时检测；（4）临床治疗

效果：结合 PANSS 评定，分为①无效：PANSS 减分率

低于 25％；②进步：PANSS 减分率在 25％～49％之

间；③显效：PANSS 减分率在 50％～74％之间；④治

愈：PANSS 减分率不低于 75％；⑤计算总有效率（有

效率 + 显效率 + 治愈率）［7］；（5）不良反应：统计治疗

期间不良反应类型。

1.4　统计学方法

观察数据均以 SPSS23.0 统计学软件汇总、处理，

同时以（x±s）表示 PANSS 评分、社会功能、PRL，

行 t 检验，以 n/％表示临床治疗效果、不良反应，行

χ2 检验，以 P<0.05 表示存在对比价值。

2　结果

2.1　PANSS 评分

组 间 P A N S S 评 分 在 治 疗 前 无 明 显 差 异 ，

P>0.05；治疗 8 周后，两组 PANSS 评分均降低，且

组间 PANSS 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见表 1。
表1　PANSS评分对比（x±s）

组别 时间
一般精神病
理症状（分）

阴性评分
（分）

阳性评分
（分）

对照组（n=35）治疗前 83.19±7.17 25.88±4.33 27.88±5.14

治疗后 40.98±5.65 10.94±4.12 11.85±3.32

观察组（n=35）治疗前 82.28±6.86 26.65±4.34 27.62±4.95

治疗后 41.34±4.44 10.86±3.88 11.12±3.42

t（组间治疗前/后） 0.543/0.296 0.743/0.084 0.216/0.906

P（组间治疗前/后） 0.589/0.768 0.460/0.934 0.830/0.368

2.2　社会功能

组间 SDSS 评分在治疗前无明显差异，P>0.05；

治疗 8 周后，观察组社会性退缩、职业和工作、兴

趣关心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2.3　PRL

组间 PRL 在治疗前无明显差异，P>0.05；观察

组治疗第 3 周、第 8 周时的 PRL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

P<0.05，见表 3。

2.4　临床治疗效果

治疗 8 周后，观察组 3 例无效（8.57％），对照组

5 例无效（14.29％），两组疗效相当，P>0.05，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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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社会功能对比（x±s）

组别 时间
社会性退缩

（分）
职业和工作

（分）
兴趣关心

（分）

对照组（n=35） 治疗前 1.45±0.34 1.67±0.22 1.61±0.18

治疗后 0.79±0.16 0.73±0.18 0.82±0.17

观察组（n=35） 治疗前 1.49±0.32 1.69±0.24 1.65±0.16

治疗后 0.52±0.03 0.42±0.05 0.59±0.06

t（组间治疗前/后） 0.507/9.812 0.363/9.817 0.983/7.548

P（组间治疗前/后） 0.614/0.000 0.717/0.000 0.329/0.000

表3　PRL对比（x±s）

组别 治疗前（ng/ml） 第3周（ng/ml） 第8周（ng/ml）

对照组（n=35） 22.94±3.69 35.25±5.45 46.78±6.24

观察组（n=35） 22.48±3.95 23.48±3.83 23.15±3.34

t值 0.503 10.453 19.752

P值 0.616 0.000 0.000

表4　临床治疗效果对比（n/％）

组别 无效（例）进步（例）显效（例）治愈（例）总有效率（％）

对照组（n=35）5（14.29）5（14.29）13（37.14）12（34.29） 30（85.71）

观察组（n=35）3（8.57） 2（5.71） 14（40.00）16（45.71） 32（91.43）

χ2值 0.565

P值 0.452

2.5　不良反应

观察组 2 例不良反应（5.71％），对照组 8 例不

良反应（22.86％），P<0.05，见表 5。
表5　不良反应对比（n/％）

组别
静坐不能

（例）
震颤

（例）
月经紊
乱（例）

体重增加
（例）

总发生率
（％）

对照组（n=35） 1（2.86） 1（2.86）2（5.71）4（11.43） 8（22.86）

观察组（n=35） 0（0.00） 0（0.00）1（2.86） 1（2.86） 2（5.71）

χ2值 4.200

P值 0.040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病因未明，病程绵长，极易反复发

作，是常见慢性精神病［8］，患者除了阳性和阴性症状，

还有认知损害，影响患者社会功能。相关报道指出［9］，

此类患者发病时阴性症状与脑部前额叶血液流动关

系密切，阳性症状与颞叶皮质区中部血流密切相关，

而皮质、纹状体在多巴胺受体中较多，所以临床在

治疗精神分裂症时，降低多巴胺受体密度，与缓解

临床症状有关。因此，长期服用抗精神疾病类药物

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常用方法［10］，不过由于药物种

类繁多、疗效不一，尚需明确不同药物疗效。

本次研究表明，盐酸哌罗匹隆对于治疗首发精

神分裂症患者有较好效果。一方面，利培酮属于苯

丙异恶唑衍生物［11］，既能拮抗 5-HT2 受体，也能拮

抗多巴胺 D2 受体，从而改善患者临床症状，而盐酸

哌罗匹隆属于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除却拮抗 5-HT

受体、DA 受体外，还能促进前额叶皮质多巴胺释

放［12］，恢复患者认知功能，亦能抑制血清素、多

巴胺诱发的行为异常，因此，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

PANSS 评分、临床治疗效果无显著差异。另一方面，

精神分裂症患者受症状因素（如病程、精神病性症

状、认知功能改变等）、药物因素（如药物种类、副

反应等）、社会心理（如社会支持、病耻感、自知力

等）、社会人口学（如文化水平、性别、居住环境

等）、吸烟等因素的影响［13］，社会功能欠佳，难以回

归正常生活，本次对观察组患者进行盐酸哌罗匹隆

治疗，疗效确切，不良反应少，可以适当消除症状、

药物相关因素，帮助患者恢复社会功能，尽快回归

正常生活，因此，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社会性退

缩、职业和工作、兴趣关心评分低于对照组。另外，

利培酮可以在用药 2h 内达到血药峰值［14］，同时经肾

脏代谢，食物不会干扰药效，不过容易升高血液中

PRL 水平，造成利尿激素分泌紊乱，所以极易发生

月经紊乱、溢乳等不良反应，严重影响内分泌功能，

加之利培酮还能作用于锥体外系，所以会抑制运动

功能，发生静坐不能、肌震颤等现象，若是需要对

器官功能不全者用药，应当酌情减少剂量；较之利培

酮，盐酸哌罗匹隆主要阻断纹状体上多巴胺受体［15］，

不易发生运动功能障碍，且多数患者用药期间能够

维持正常的 PRL，亦不会影响其他内分泌激素，因

此，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 PRL、不良反应发生率

低于对照组，P<0.05。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包括

样本量较小，观察时间比较短等，还需要进一步研

究来明确盐酸哌罗匹隆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疗

效和不良反应。

综上所述，盐酸哌罗匹隆与利培酮治疗首发精

神分裂症患者的疗效相当，均能改善患者阳性和阴

性症状，但是盐酸哌罗匹隆更好的改善患者的社会

功能，不良反应更少，对 PRL 影响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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