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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立哌唑与喹硫平治疗晚发型精神分裂症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评价

张富松 1 、 朱雅超 1 、 解　凯 1 、 陈延会 1 、 邵明龙 2

【摘要】目的　探讨分析阿立哌唑与喹硫平治疗晚发型精神分裂症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评价。

方法　选取本院 2018 年 1 月～2020 年 2 月住院治疗的 60 例晚发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本次研究的

主体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 30 例患者给予富马酸喹硫平片

治疗，观察组 30 例患者给予阿立哌唑片治疗，观察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不良反应发生率，及治

疗前后的阳性和阴性综合征量表（PANSS）评分、神经营养因子、个人和社会功能量表（PSP）评分

比较。结果　观察组患者临床总有效率（96.67％）高于对照组（73.33％）（P< 0.05）；观察组患者治疗

后 PANSS 评分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患者治疗后血清 GDNF、BDNF 水平和 PSP 评分均高于

对照组（P< 0.05）；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阿立哌唑片

可有效缓解晚发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症状、神经营养因子水平，改善患者社会功能，临床疗效

优于富马酸喹硫平片，不良反应较少，值得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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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evaluation of aripiprazole and quetiapine in the treatment of late onset schizophrenia 
　　ZHANG Fusong，ZHU Yachao，XIE Kai，et al. Kaifeng Fifth People’s Hospital，Kaifeng 47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ripiprazole and quetiapine in the treatment 

of late-onset schizophrenia. Methods　A total of 60 patients with late-onset schizophrenia who were hospitaliz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February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Control group（30 cases）were treated 

with quetiapine，the observation group（30 cases）were treated with aripiprazole. The clinical effect，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and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ANSS）score，neurotrophic factor，personal and social 

function scale（PSP）scor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

fective rate of observation group（96.67％）was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73.33％）（P<0.05）. PANSS score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P<0.05），serum GDNF，BDNF and PSP score of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Aripiprazole tablets can effectively re-

lieve mental symptoms and neurotrophic factor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late-onset schizophrenia，and improve their social 

function. Its clinical efficacy is better than quetiapine tablets，with fewer adverse reactions，and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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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发型精神分裂症是指在 40 岁以后发生的精神

分裂症，占精神分裂症的 20％，与年轻精神分裂症

患者相比，晚发型精神分裂症患者整体认知损害更

严重［1-2］。晚发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症状以妄想为

主，妄想对象一般是亲人或熟悉的朋友，思维形式

障碍、意识丧失、被洞悉感、情感淡漠等症状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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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见，与早发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明显的差异［3-4］。

目前，临床治疗晚发型精神分裂症仍旧以药物为主，

联合心理治疗，常用药物包括阿立哌唑、喹硫平等，

对于两种药物在晚发型精神分裂症治疗中的有效性、

安全性仍旧是当前临床高度关注的内容。基于此，

选取本院 2018 年 1 月～2020 年 2 月住院治疗的 60
例晚发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主体对象，旨在探讨

阿立哌唑与喹硫平治疗晚发型精神分裂症的临床疗

效及安全性，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 2018 年 1 月～2020 年 2 月住院治疗的

60 例晚发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主体研究对象。纳

入标准：①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分≧ 60
分。②年龄≧ 40 周岁。③心电图、血常规、尿常规

检查均正常。④病历资料齐全、完整。⑤均知情，

已同意。排除标准：①存在酒精、药物依赖史者。②

处于哺乳、妊娠期女性。③合并恶性肿瘤者。④研

究前 1 月接受过安眠、抗精神药物治疗者。⑤中途

从此项研究退出者。⑥合并躯体性疾病者。⑦合并

帕金森、痴呆者。⑧重大脏器功能障碍、衰竭者。

本研究已得到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按随机数字表

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30
例）：19 例男性、11 例女性；年龄在 41～76 岁，平均

（58.26±5.74）岁；病程在 5～26 个月，平均（10.52
±1.64）个月。对照组（30 例）：17 例男性、13 例女

性；年龄在 40～75 岁，平均（57.59±5.71）岁；病程

在 6～25 个月，平均（10.58±1.61）个月。两组患者

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 照 组：予 以 富 马 酸 喹 硫 平 片 （ 国 药 准 字

H20000466），规格 0.1g*30，口服，初始计量每次

50-100mg，每日 2 次，用药 1 周后逐渐增加药物剂

量至 300mg，每日最大剂量不可超过 600mg，连续用

药 2 个月。

观 察 组 ：予 以 阿 立 哌 唑 片 （ 国 药 准 字

H20041502），规格 5mg*20，口服，初始计量每次

5mg，每日 1 次，用药 1 周后逐渐增加药物剂量至

15mg，每日最大剂量不可超过 30mg，每日 2 次。连

续用药 2 个月。

两组在治疗期间均由同一名心理医生接受心理

疏导，具体如下：①健康宣教：医生通过口述讲解、

宣传册、网络等方式向患者介绍“精神分裂症”相关

知识，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度，让患者清楚自己

目前所处的状态，指导患者如何应对各种心理危机，

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提高康复治疗水平。②

社会功能锻炼：以奖励制度根据患者具体病情，针对

性的选择社会功能锻炼的重点，内容包括社会关系

维持、个人卫生料理等，每次训练完成均进行统一

考核，对于表现优异的患者，予以一定鼓励，增强

患者回归社会的信心。③情感支持：护士及时与患

者家属取得联系，鼓励其予以患者真诚的照顾与关

爱，为患者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有一种被重

视、被关爱的感觉。④心理治疗：除了与患者面对面

交流、沟通之外，医生可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与

患者沟通，及时疏导患者心理压力，增强患者抗挫

折能力。每周一次心理疏导，每次 40～60min。

1.3　观察指标

（1）临床疗效评估：PANSS 评分减分率在 75％

以上（包括 75％）为基本痊愈，PANSS 评分减分

率在 50-75％（包括 50％）为显著进步，PANSS 评

分减分率在 25-50％（包括 25％）为进步，PANSS

评 分 减 分 率 在 2 5 ％ 以 下 为 无 效 。 总 有 效 率 =

［5］。（ 2 ） 采

用 PANSS 量表评分评估患者治疗前后精神症状：包

括一般精神病理量表、阳性症状量表、阴性症状量

表，量表总分在 30-210 分，精神症状严重程度与分

值呈正相关 ［6］。（3）治疗前后神经营养因子水平评

估：抽取患者 3mL 空腹静脉血，以 ELISA 法检测胶

质源性神经营养因子（GDNF）、脑源性神经营养因

子（BDNF）。（4）采用个人和社会功能量表（PSP）

评分评估患者治疗前后的社会功能：包括扰乱及攻击

行为、社会有益活动、自我照料、个人与社会关系，

总分 100 分，社会功能与得分呈正相关 ［7］。（5）两组

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统计便秘、恶心、心动过

速、失眠、头晕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26.0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计量资

料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以（x±s）表示。计数资料

比较采用 χ2 检验。P<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临床总有效率（96.67％）高于对照

组（73.33％）（P<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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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神经营养因子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 GDNF、BDNF 水平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两

组患者血清 GDNF、BDNF 水平明显升高，且观察组患

者神经营养因子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2.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PSP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PSP 各项评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两组患者

PSP 各项评分明显升高，且观察组患者评分高于对

照组（P<0.05），见表 4。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神经营养因子水平比较（x±s）

组别
GDNF（pg/mL） BDNF（ug/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n=30）352.26±12.66 422.16±20.16* 9.16±1.34 10.55±1.84*

观察组（n=30）353.31±12.92 559.29±27.64* 9.19±1.31 13.85±2.57*

t值 0.318 21.955 0.088 5.718

P值 0.752 0.000 0.930 0.000

注：与治疗前相比，*P<0.05

表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基本痊愈 显著进步 进步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n=30） 4（13.33） 12（40.00） 6（20.00）8（26.67）22（73.33）

观察组（n=30）10（33.33）14（46.67） 5（16.67） 1（3.33）29（96.67）

χ2值 -- -- -- -- 6.405

P值 -- -- -- -- 0.01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PANSS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PANS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两组患者

PANSS 评分明显降低，且观察组患者 PANSS 评分低

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PANS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一般精神病理量表 阳性症状量表 阴性症状量表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n=30） 85.26±10.34 62.25±60.64* 35.26±40.81 22.62±10.62* 37.46±40.64 21.62±10.84*

观察组（n=30） 85.33±10.29 32.26±10.08* 35.33±40.79 6.28±0.64* 37.55±40.59 7.82±0.84*

t值 0.026 25.079 0.056 51.381 0.076 37.369

P值 0.979 0.000 0.955 0.000 0.940 0.000

注：与治疗前相比，*P<0.05

表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PSP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扰乱及攻击行为 社会有益活动 自我照料 个人与社会关系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n=30） 11.52±1.31 15.62±2.82* 10.66±1.27 14.82±2.64* 10.16±1.04 15.31±1.64* 9.26±1.34 13.28±1.84*

观察组（n=30） 11.55±1.29 21.92±4.16* 10.59±1.28 20.52±2.64* 10.19±1.04 21.52±2.64* 9.31±10.29 20.58±2.57*

t值 0.089 6.866 0.213 8.362 0.111 10.944 0.147 12.650

P值 0.929 0.000 0.832 0.000 0.912 0.000 0.884 0.000

注：与治疗前相比，*P<0.05

2.5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6.67％），与对照

组（10.00％）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 5。

3　讨论

目前，临床普遍认为精神分裂症的发生与家族

史、遗传、压力、心理、疾病等有着极为密切的联

系［8］。晚发型精神分裂症在 40 岁以上人群中的发生

率较高，主要是由于中老年人群年龄较大、认知功
能减退，极易引发精神分裂症［9-10］。晚发型精神分裂

症患者精神症状以妄想为主，尤其是存在牵连观念、

表5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n（％）］

组别 便秘 恶心 心动过速 失眠 头晕
不良反应
发生率

对照组（n=30）0（0.00）1（3.33） 1（3.33） 0（0.00） 1（3.33） 3（10.00）

观察组（n=30）1（3.33）0（0.00） 0（0.00） 1（3.33） 0（0.00） 2（6.67）

χ2值 -- -- -- -- -- 0.218

P值 -- -- -- -- -- 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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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妄想，妄想的对象一般是周围熟悉的人或亲人，

与早发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明显差异，意志丧失、

情感淡漠、被洞悉感、思维形式障碍等症状相对少

见［11-12］。当前，临床治疗晚发型精神分裂症的药物

较多，但药物不同，所取得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

均不同。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临床总有效率

（96.67％）高于对照组（73.33％）（P<0.05）；观察组

患者治疗后 PANSS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

组患者治疗后血清 GDNF、BDNF 水平和 PSP 评分均

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晚发型精神分

裂症治疗中阿立哌唑临床疗效确切。分析如下：（1）
富马酸喹硫平是临床治疗精神疾病的常用药物，可

及时阻断中枢 5-HT2A 以及 D2 受体，发挥抗精神症

状的作用，虽富马酸喹硫平治疗晚发精神分裂症的

治疗效果尚可，但镇静作用较明显［13］。（2）阿立哌

唑属于 DA（多巴胺）递质平衡剂，可以双向调节 DA

能神经系统，对 5-HT2A 以及 D2 受体亲和力较高，

可激动部分 D2 受体，发挥缓解被害妄想等精神症状

的作用［14-15］。阿立哌唑给药期间出现的便秘、恶心、

心动过速、失眠、头晕等不良反应均较轻，均在患

者可耐受范围内，通过停药或减少药物剂量即可消

失。综上所述，阿立哌唑片可有效缓解晚发型精神

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症状、神经营养因子水平，改善

患者社会功能，临床疗效优于富马酸喹硫平片，不

良反应较少，值得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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