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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立哌唑与利培酮对首发未用药精神分裂症患者疗效、认知功能及血清
BDNF浓度的影响

吴义高 1 、 江　芹 1 、 程万良 2 、 黄慧兰 1 、 王瑞权 1 、 储照虎 3

【摘要】目的　探讨阿立哌唑与利培酮对首发未用药精神分裂症患者疗效、认知功能及血清脑源

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浓度的影响。方法　83 例患者随机分为阿立哌唑组（43 例）和利培酮组（40

例），疗程 8 周。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成套测验（MCCB）、副反应

量表（TESS）评定临床疗效、认知功能及副反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血清 BDNF 浓度。

结果　治疗 8 周后，①两组有效率、副反应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②阿立哌唑组

在 MCCB 中符号编码、语义流畅性、言语记忆、空间广度、数字序列、迷宫、视觉记忆及总分上明

显高于利培酮组（P< 0.05）；③阿立哌唑组血清 BDNF 浓度明显高于利培酮组（P< 0.01）。结论　阿

立哌唑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总体疗效与利培酮相当；但在改善认知功能、升高血清 BDNF 浓度优于利

培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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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s of aripiprazole and risperidone on clinical efficacy，cognitive function and serum level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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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s of aripiprazole and risperidone on clinical efficacy，cogni-

tive function and serum levels of BDNF in patients with drug-naive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Methods　Totally 83 

patients were randomly enrolled and divided into aripiprazole group（n=43）and risperidone group（n=40）for 8 thera-

peutic weeks.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ANSS），MATRICS Consensus Cognitive Battery（MCCB）and 

treatment emergent symptom scale（TESS）were used to assess clinical efficacy，cognitive function and adverse reac-

tions，and serum levels of BDNF were measur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 sorbent assay（ELISA）. Results　① The 

effective rates and adverse reaction rate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wo groups（P>0.05）；② The symbolic cod-

ing，category fluency，verbal memory，space width，digit sequence，maze，visual memory and total score of MCCB 

in aripiprazole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risperidone group（P<0.05）；③ Serum levels of BDNF in aripiprazole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risperidone group（P<0.05）. Conclusion　Aripiprazole and risperidone have similar 

clinical efficacy in treating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But aripiprazole improves cognitive function and increases serum 

levels of BDNF more significantly than risperi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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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新型抗精神病药物的研究和使用，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1］。

阿立哌唑和利培酮均属于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它

们通过对多巴胺、5- 羟色胺等多种受体的调节作用

来改善患者的阳性症状、阴性症状及认知功能。有

研究表明这两种药物能影响患者的血清 BDNF 水平，

改善其认知功能［2，3］。但对于两种药物之间的比较，

研究结论不一。为此，我们选择二者进行比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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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选择合理用药方案提供借鉴。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选择

2014 年 1 月～2015 年 6 月在皖南医学院弋矶山

医院心理门诊和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门诊及

住院的患者。入组标准：①符合 ICD-10 精神分裂症

的诊断标准；②首次发病，发病前未使用任何抗精神

病药物；③年龄 18～40 岁；④ PANSS 总分≥ 60 分；

⑤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能完成认知功能成套测验。

排除标准：①患者有严重躯体疾病；②妊娠或哺乳期

妇女；③存在药物和酒依赖史。以上所有入组对象均

本人和／或家属知情同意。

计划入组 100 例，实际完成 83 例，脱落 17 例。

入组患者按就诊顺序随机分为两组。阿立哌唑组 43
例，其中男性 25 例，女性 18 例；平均年龄（27.9±

6.9）岁；病程 3~60 个月，中位病程为 10 个月。利培

酮组 40 例，其中男性 23 例，女性 17 例；平均年龄

（27.5±6.7）岁；病程 4~48 个月，中位病程为 12 个

月。两组在年龄、性别及病程等一般资料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

1.2　治疗方法

阿立哌唑组，口服阿立哌唑片（规格：5mg / 片，

批号：国药准字 H20041506），起始剂量 5mg/d，2 周

内加量至 10mg~30mg/d。利培酮组，口服利培酮片

（规格：1mg/ 片，批号：国药准字 H20010309），起始

剂量 1mg/d，2 周内加量至 3～6mg/d。均单药治疗 8 

周。治疗期间如出现睡眠障碍或锥体外系反应，可

酌情使用苯二氮艹
卓类药物或抗胆碱能药物。

1.3　观察指标

用 PANSS 量表减分率进行临床疗效评价，减分

率≥ 75％为痊愈；50％~74％为显效；25％~49％为

进步；<25％为无效；有效 = 痊愈 + 显效 + 进步。用

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成套测验（MCCB）评估认知功

能。用副反应量表（TESS）评价药物的不良反应。

PANSS、MCCB 视觉记忆量表和 TESS 评分均由 2 位

精神科主治或以上医师完成，结果取其平均值，评

定的组内相关系数 ICC 值为 0.91。MCCB 中其他分量

表评分均为客观评估，在电脑上由患者完成测验。

1.4　血清 BDNF 浓度测定

治疗前后清晨 7~8 时空腹抽取患者肘静脉血

5ml 各 1 次。低温离心后分离血清，放在 -70℃的

冰箱中低温保存，然后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

检测血清 BDNF 浓度。试剂盒为 1 板 96 孔，批内变

异系数＜ 4％，批间变异系数＜ 5％。检测范围为

31.2~2000pg/ml，敏感性＜ 2 pg/ml。

1.5　数据统计分析

使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分类资料

用频数表示，组间比较使用χ2 检验；符合正态分布

的计量资料用（x±s）表示，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中位数（最小值，最大值）

表示，经独立样本 Man-Whitney U 检验进行组间比

较。检验水准α为 0.05，双侧检验。

2　结果

2.1　临床疗效

2.1.1　有效率　阿立哌唑组痊愈 7 例，显效 15 

例，进步 13 例，无效 8 例，有效率为 81.4％；利培

酮组痊愈 6 例，显效 13 例，进步 12 例，无效 9 例，

有效率为 77.5％。两组有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χ2=0.21，P>0.05）。

2.1.2　PANSS 评分　两组间各评分治疗前和

治疗后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

PANSS 阳性症状评分、阴性症状评分、一般精神病

理评分及总分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0.01）。见

表 1。
表1　治疗前后PANSS评分比较

项目
阿立哌唑组（n=43） 利培酮组（n=40）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阳性症状 23.9±5.2 14.8±4.3b 24.6±5.3 15.2±5.0b

阴性症状 19.8±5.2 12.9±3.5b 19.6±5.2 13.0±3.9b

一般精神病理 45.8±6.8 29.5±9.4b 46.5±6.0 31.3±9.3b

总分 89.5±11.3 57.2±14.1b 90.6±11.2 59.4±15.3b

注：治疗前后比较aP<0.05；bP<0.01；治疗后两组比较
cP<0.05；dP<0.01

2.2　MCCB 评分

两组治疗前 MCCB 总分及各维度评分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利培酮组在除连线

分数、语义流畅性，言语记忆和视觉记忆上，其他

认知维度均高于治疗前（P<0.05），阿立哌唑组在除

连线分数上，其他认知维度均高于治疗前（P<0.01）。

且阿立哌唑组在认知维度中符号编码、语义流畅性、

言语记忆、空间广度、数字序列、迷宫、视觉记忆

及总分上明显高于利培酮组（P<0.05）。见表 2。

2.3　血清 BDNF 浓度

阿立哌唑组和利培酮组治疗前血清 BDNF 浓度

（ng/ml）分别为（18.8±8.5）、（19.0±8.7），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分别为（23.4±9.1）、

（21.8±8.5）均较治疗前升高（P<0.01），且阿立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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唑组血清 BDNF 浓度高于利培酮组（P<0.01）。
表2　治疗前后MCCB评分比较

认知维度
阿立哌唑组（n=43） 利培酮组（n=40）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总分 47.2±10.2 64.3±8.8bc 47.2±9.8 57.1±10.2bc

连线分数 0.2（0.1，0.3） 0.3（0.2.0.3） 0.2（0.1，0.3）0.3（0.2.0.3）
符号编码 40.5±10.4 55.5±10.9bc 39.9±11.0 46.6±10.1ac

语义流畅性 20.3±6.6 25.7±6.4bd 20.1±7.1 20.3±6.7d

言语记忆 22.5±7.0 26.6±5.5bd 22.3±6.9 22.5±6.7d

空间广度 12.8±5.2 17.7±4.5bd 13.1±5.4 14.1±5.4bd

数字序列 16.1±5.5 21.2±5.4bc 15.7±6.0 18.1±6.3bc

迷宫 4.2±1.9 10.8±4.3bd 4.3±1.6 8.2±2.0bd

视觉记忆 20.7±7.5 24.1±7.5bd 20.4±7.4 20.5±7.2d

情绪管理 8.1±2.2 9.6±2.2b 8.2±2.4 9.4±2.3a

持续操作测验 1.5±0.9 2.4±0.9b 1.6±0.9 2.4±1.0b

注：治疗前后比较aP<0.05；bP<0.01；治疗后两组比较
cP<0.05；dP<0.01

2.4　TESS 评分

两组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不良反应有嗜睡、失眠、

转氨酶升高、震颤、静坐不能、出汗、便秘、体重

增加、心电图异常、头晕或晕厥、心动过速、月经

紊乱、泌乳等，阿立哌唑组发生率 16/43；利培酮组

发生率 18/40。两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经对症处理后减轻或消失，患者基本

能耐受。

3　讨论

认知功能损害已经成为精神分裂症独立于阳性

和阴性症状存在的一组特征性核心症状，是影响患

者预后的重要因素之一［4］。其病理基础可能不仅与脑

内前额叶多巴胺功能下降有关，而且还与去甲肾上

腺素能、5- 羟色胺能、乙酰胆碱能、γ- 氨基丁酸

能和谷氨酸能等多种神经元参与的前额叶 - 纹状体 -

丘脑 - 颞叶连接功能紊乱有关［5］。另外，BDNF 通过

影响脑内海马等部位神经元的可塑性起到神经保护

作用，进而影响认知功能。有研究表明 BDNF 与精神

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关系密切［6］。尽管非典型抗精

神病药都有改善认知功能的作用，但不同的药物对

认知功能的某些特定方面的影响却不尽相同。

本研究表明阿立哌唑和利培酮对精神分裂症阳

性症状、阴性症状和一般精神病理症状均有明显改

善作用，有较好的疗效，不良反应均较轻，但两者

总体疗效相当，安全性高。这与国内学者研究结果

基本一致［7］。

本研究还表明利培酮能够改善注意力、工作记

忆、解决问题能力和情绪管理等认知功能方面，但

对处理速度、言语记忆及视觉记忆未得到改善。阿

立哌唑不仅对患者的认知功能有较全面的改善作用

（除连线分数外），而且在处理速度、工作记忆、言

语记忆、视觉记忆及推理与问题解决能力等认知功

能方面较利培酮改善明显。

AUTRY 等［8］研究认为，BDNF 浓度的升高可以

预测疾病好转和认知功能恢复的一项重要指标。有

研究表明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后血清 BDNF 浓

度升高越明显，对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改善越好［9］。

本研究进一步证实这两种药物可能均会改善患者的

认知功能损害，且阿立哌唑优于利培酮。但因本研

究纳入对象较少，未考虑患者个体化用药差异等不

足，结果仍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综上所述，阿立哌唑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总

体疗效与利培酮相当，但在改善认知功能和升高血

清 BDNF 浓度优于利培酮，安全性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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