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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用奎硫平合并丙戊酸镁与单用奎硫平治疗老年精神分裂症急性期的疗效与安全性。 方法：将 58
例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奎硫平合并丙戊酸镁组）29 例，对照组（奎硫平组）29 例，疗程 2 周。 分别于

治 疗 1 周 末、2 周 末，用 阳 性 与 阴 性 症 状 量 表（PANSS）及 外 显 攻 击 行 为 量 表 (MOAS)评 定 治 疗 效 果；用 副 反 应 量 表

(TESS)评估不良反应。 结果：在治疗 2 周末，两组临床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在治疗 1 周末、2 周末，PANSS
量表兴奋激越项目评分研究组与对照组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2 周末，PANSS 量表总分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在治疗 1 周末、2 周末 MOAS 量表与治疗前比较两组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间比较，2 周末有统计学

意义（P<0.01）。 治疗后各组 TESS 量表评分均无显著性（P>0.05）。 结论：奎硫平合并丙戊酸镁治疗老年精神分裂症急

性期起效快、疗效佳、安全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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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quetiapine with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 of magnesium
valproate and quetiapine only in treatment of old patients with acute phase of schizophrenia. Methods: A total of 58 old
patients with acute phase of schizophreni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study group (quetiapine with magnesion
valproate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quetiapine only), for treatment of two weeks．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 and Modified Overt Aggression Scales(MOAS)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effects before treatment, at the 1st weekend
and 2nd weekend． Treatment Emergent Symptom Scale (TESS) was uesd to evaluate side effects. Results: At the second
weekend, there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efficac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At the first weekend and the
second weekend, the scores of excitement and agitation of PANS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
trol group （P<0.05）; At the second weekend, the total score of PANS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At the first weekend and the second weekend, the scores of MOAS in both groups were significant-
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ir baseline; At the second weekend, there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re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TESS in both groups. Conclusion: Quetiapine with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 of
magnesium valproate should be a fast, effective and safe way to treat old patients with acute phase of schizophr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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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急性期患者常伴有明显兴奋、躁动、
攻击破坏行为，严重者可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尤其

对于老年病人更为危险。而治疗老年精神分裂症时，

由于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生理变化和代谢缓慢等特

点，其对药物敏感性高，耐受性低，因此更需选择合

适的药物，更快地控制症状[1]。 而奎硫平作为新一代

的非典型抗精神病药， 因其良好抗精神病作用和相

对较少的副反应， 目前已广泛用于精神分裂症的治

疗。 丙戊酸镁作为心境稳定剂亦普遍应用于精神科

临床治疗。 国内外很多研究认为[2，3]， 丙戊酸盐与抗

精神病药联用对治疗精神分裂症急性期安全有效。
而作为老年人这一特定人群， 两类药合并治疗的疗

效及安全性如何，尚有待研究。 为此，本研究用奎硫

平合并丙戊酸镁治疗老年精神分裂症急性期， 以评

价其疗效与安全性。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天津安定医院老年科 2008 年 1 月至 2011 年 6
月住院患者。 入组标准：①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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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②年龄≥60 岁；③阳性与

阴性症状量表（PANSS）≥60 分；④外显攻击行为量

表（修订版）(MOAS)总分≥4 分；⑤排除有高血压、心

脏病、糖尿病等严重躯体疾病，酒中毒、药物依赖及

药物过敏、白细胞减少史者；⑥入院前 1 个月未服任

何抗精神病药物。
共 58 例，随机分为两组。 研究组为奎硫平联合

丙戊酸镁组，29 例，男性 6 例，女性 23 例，平均年龄

63.2±8.2 岁，平均病程 14.7±7.1 月；对照组为奎硫平

治疗组，29 例， 男性 9 例， 女性 20 例， 平均年龄

65.6±8.9 岁， 与 研 究 组 比 较 t 值＝1.07； 平 均 病 程

11.6±7.3 月，与研究组比较 t 值＝1.64。
1.2 方法

1.2.1 药物使用 两组均常规给药， 富马酸奎硫平

（启 维 ） 从 100mg/d 开 始 ， 在 两 周 内 逐 渐 增 量 至

400mg/d。研究组患者入组后第一天开始合并服用丙

戊酸镁（神泰）250mg bid。 两组均共服 2 周，如有睡

眠障碍，必要时可合并唑比坦。
1.2.2 测评工具 所有测评均由经过培训的精神科

主治医师完成， 分别用阳性 症状与阴性 症状量表

（PANSS）及外显攻击行为量表(MOAS)、副反应量表

(TESS)来评定。

1.2.3 疗效评定 两 组在治疗前 及 治 疗 1 周 末、2
周末，分别用阳性症状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及

外显攻击行为量表(MOAS)评定治疗效果，用副反应

量表(TESS)评估不良反应。 PANSS 量表的评分一致

性检验相关系数平均为 0.85，PANSS 量表减分率≥
50％为显著进步，≥25％为进步，<25％为无效。 所有

患者均于治疗前及治疗 2 周末测定血、尿常规，心电

图，肝功能并观察其他不良反应。

2 结 果

2.1 临床疗效

在治疗 2 周末，研究组显著进步 11 例，进步 13
例，无效 5 例；对照组显著进步 10 例，进步 13 例，无

效 6 例。 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 治疗前后两组评定量表评分比较

在治疗 1 周末，PANSS 量表兴奋激越项目评分

研究组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P<0.05）；2 周

末，PANSS 量表总分与兴奋激越项目评分研究组与

对照组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在治疗 1 周

末、2 周末 MOAS 量表与治疗前比较两组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1）；两组间比较，2 周末有统计学意义

（P<0.01）。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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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治疗 2 周末两组副反应比较（n，％）

2.3 治疗前后各组 TESS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与治疗 1 周末、2 周末各组 TESS 量表评

分均无显著性（P>0.05），组间比较无差异（P>0.05）。
在治疗 2 周末，研究组嗜睡、恶心呕吐的例数高于对

照组但无统计学差异（P＞0.05）。 肝、肾功能，血、尿常

规检查在用药后两组均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 2。

3 讨 论

精神分裂症急性期常表现幻觉妄想、兴奋激越、
敌对不合作等， 兴奋症状的迅速控制是急性期治疗

的重点[4]，而对于老年人来说更是治疗的关键。 在以

往治疗中，为尽快控制病情，减少患者潜在危险性，

通常较多应用高效价的传统抗精神病药合并苯二氮

卓类药物 [5]，但由于锥体外系副反应明显，目前已较

少使用。 目前临床中更多应用二代抗精神病药首选

治疗。 而奎硫平因其疗效肯定，副反应小、安全性高

普遍应用于临床。因此，本研究通过奎硫平合并丙戊

酸镁缓释片来评价其治疗老年精神分裂症急性期的

疗效及安全性。
丙戊酸镁缓 释片通过激 活谷氨脱羧 酶和抑制

表 1 两组评定量表评分比较（x±s)

注：△两组间比较 P<0.05，﹟与治疗前比较 P<0.01，* 两组间比较 P<0.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2 年 第 20 卷 第 4 期 ·521·



γ-氨基丁酸（GABA）转氨酶促进 GABA 的合成抑制

GABA 降解，使脑或神经末梢 GABA 含量增加，神经

肌肉兴奋性下降，使兴奋症状减轻，而镁离子能缓解

易怒、 紧张冲动等不良情 绪 [6]。 本研究结 果显示，

PANSS 量表兴奋激越项目评分在治疗 1 周末，研究

组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2 周末，PANSS 量表

总分与兴奋激越项目评分研究组与对照组比较均有

统计学意义。 而阴性症状评分，在治疗 1 周末、2 周

末两组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 提示， 两药合并治疗

对于兴奋、激越、冲动等症状控制有效且起效更快，

而对阴性症状在短期治疗中无明显效果。 MOAS 量

表评分显示，在治疗 1 周末、2 周末 MOAS 量表与治

疗前比较两组均有统计学意义；两组间比较，2 周末

有统计学意义。 进一步说明合并用药可以迅速控制

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急性期症状。

关于合并用药后副反应结果，本研究提示，两组

在治疗 2 周末，研究组嗜睡、恶心呕吐的例数高于对

照组，但两组无统计学差异。 肝、肾功能，血、尿常规

检查在用药后两组均无统计学意义。 常见恶心呕吐

等胃肠道反应程度较轻，患者能耐受，总体上不良反

应小，与之前文献报道一致 [7]。 这说明，丙戊酸镁合

并奎硫平治疗并不增加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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