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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拉西酮合并心理社会干预对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的影响

赵摇 丽,冯竹娥,盛玉霞

[摘要]目的:探讨齐拉西酮合并心理社会干预对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的影响。 方法:将 60 例符合入组标准的儿童青少年

精神分裂症病人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 对照组单纯给予齐拉西酮治疗,观察组给予齐拉西酮合并心理社会干

预,进行为期 12 周的观察治疗。 于治疗前及治疗后 12 周末分别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定疗效,自知力与治疗

态度问卷(ITAQ)评定病人自知力情况,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评定病人的社会功能受损及恢复情况,领悟社会支持

量表(PSSS)评定病人内心支持状态。 结果:干预前,2 组 PANSS 总分及各分量表得分、ITAQ、PSSS、SDSS 得分的组间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 > 0. 05);干预后,2 组 PANSS 总分及各分量表得分明显低于干预前(P < 0. 01),且观察组降低幅度大于对照组

(P < 0. 05 ~ P < 0. 01);观察组 ITAQ 和 PSSS 分值明显高于干预前(P < 0. 01),SDSS 分值明显低于干预前(P < 0. 01),而对照

组 ITAQ、PSSS 和 SDSS 分值干预前后均无明显变化(P > 0. 05)。 结论:齐拉西酮合并社会心理干预对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

病人恢复自知力、增强对社会支持系统领悟能力、改善社会功能方面作用尤为突出,治疗依从性更好,整体效果优于单纯使用

齐拉西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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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e ziprasidone combined with 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ZHAO Li,FENG Zhu鄄e,SHENG Yu鄄xia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Mental Health Center of Qinhuangdao City,Qinhuangdao Hebei 066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observe the effects ziprasidone combined with 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Methods:Sixty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schizophreni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30 cases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ziprasidone,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ziprasidone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for 12 weeks. The curative effects,side reaction,self鄄knowledge,social dysfunction
and recovery,and mind support status in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and after 12 weeks of treatment were evaluated using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 PANSS), insight and treatment attitude questionnaire ( ITAQ), social disability screening schedule
(SDSS),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respectively. Results:Before the intervention,the differences of the total score and
subscale score of PANSS,and scores of ITAQ,PSSS and SDSS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total
and subscale scores of PANSS in two group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were significantly than lower those before intervention(P < 0. 01),
and the decreasing degree of which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more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to P < 0. 01). The scores of
ITAQ and PSSS in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intervention(P < 0. 01),the SDSS
score in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intervention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before intervention(P < 0. 01),and the differences of the
scores of ITAQ,PSSS and SDSS in control group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Conclusions: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with ziprasidone combined with 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can
recover the self鄄knowledge,strengthen the social support system,and improve the social function,which is good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overall effect.
[Key words] schizophrenia;child;ziprasidone;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

摇 摇 齐拉西酮作为疗效、安全性和耐受性相对平衡

的第 2 代抗精神病药物,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尤其

是用于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的治疗[1]。 关于齐

拉西酮的疗效,过去研究多集中在与其他抗精神病

药物对照研究,较少见齐拉西酮合并心理社会干预

治疗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的研究报道。 本文以综

合治疗为原则,在病人病情的不同阶段分别施以齐

拉西酮和心理社会干预[2 - 3],了解该治疗方案对于

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的影响,现作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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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临床资料摇 选取 2014 年 4 月至 2015 年 10 月

我院住院的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病人 60 例,入组

年龄臆17 周岁。 均符合 ICD鄄10 精神分裂症诊断标

准;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总分逸60 分;排
除脑器质性精神障碍、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情感

性精神障碍和发育障碍(对入组对象作细致检查和

深入观察,对儿童青少年孤独症、精神发育迟滞、多
动障碍、品行障碍以及器质性精神障碍等鉴别剔除,
避免误诊或漏诊);至少有 1 名监护人对病人进行

监护。 病人血、尿、生化常规、心电图、脑电图等指标

均无异常。 随机分为齐拉西酮治疗加心理社会干预

组(观察组)和单纯使用齐拉西酮治疗组(对照组)。
观察组 30 例,男 17 例,女 13 例,年龄(14. 1 依 2. 8)
岁,病程(0. 78 依 3. 1)年。 对照组 30 例,男 16 例,女
14 例,年龄(13. 7 依 3. 1)岁,病程(0. 89 依 3. 3)年。 2
组性别、年龄、病程均具有可比性。
1. 2摇 治疗方法摇 2 组均给予齐拉西酮药物治疗,初
始剂量均为 20 mg / d,根据病人的耐受情况每 3 天

调整一次剂量,最大剂量 120 mg / d。 2 组均治疗 12
周。 临床实验期间禁用其他抗精神病药,可酌情使

用苯海索、普萘洛尔、苯二氮类药。 对照组在药物治

疗时予以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其症状缓解进入稳定

期,服药同时施以心理社会干预,具体如下。
1. 2. 1摇 预后目标摇 帮助病人树立治愈疾病的信心,
提高病人的疾病自知力、生活自理能力、人际交往能

力、环境适应能力,提高治疗依从性,病人的心理、生
理、社会功能得到全面康复,回归社会。
1. 2. 2 摇 心理社会干预操作人员要求 摇 (1)了解病

人基本情况(包括病情、生活习惯、家庭情况等);
(2)具备专业的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知识和护理经

验;(3)与病人及其家属建立稳定的互信合作关系。
1. 2. 3摇 治疗步骤摇 (1)急性期住院阶段,营造舒适

的医疗环境,观察组心理社会干预操作人员与病人

及家属建立良好关系,消除病人对住院的紧张恐惧

情绪。 (2)稳定治疗阶段(急性期过后,一般住院后

10 d),组织病人参加康复训练活动,包括生活自理

能力训练、音乐疗法、体育疗法、人际交往等内容,将
学习、文娱、游戏和简单劳动融入病人治疗过程,做
到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反复强化,表现良好的病人

给予奖励,以提高病人积极性,激发其对生活的兴

趣,转移对症状的注意,增强适应环境的能力,更好

地配合药物治疗。 (3)恢复期,主要予以支持性心

理干预,开展认知治疗。 传授与精神分裂症防治康

复有关的医疗知识并训练应对策略和技巧,提高病

人对疾病本身和服药意义的认识,改善病人的不良

心境(如对疾病否认隐瞒、悲观忧虑等),增强战胜

疾病的信心和自觉主动接受治疗的合作意识。 (4)
教授病人家属巩固疗效的方法。 如增强病人生活自

理能力,安排康复后进入学校学习的时机和相应的

准备工作;对有智力影响的儿童着重加强教育训练

以及行为矫正;对功能缺陷者,予以辅助康复训练;
鼓励病人积极参加实践活动,改善情绪,增进与同学

的交往,更好地适应环境;改善家庭环境氛围,减少

对孩子心理上的不良刺激等。
1. 3摇 观察指标摇 2 组病人于治疗前及治疗后 12 周

末分别采用 PANSS 量表评定疗效、自知力与治疗态

度问卷(ITAQ)评定病人自知力情况、社会功能缺陷

筛选量表(SDSS)评定病人的社会功能受损及恢复

情况、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评定病人内心支持

状态,以 PANSS 减分率为依据判定疗效(逸75% 为

临床痊愈,逸50% ~75%为显著好转,逸25% ~ 50%
为好转, < 25%为无效)。 同步测定血尿生化常规、
心脑电图、肝肾功能、体质量、泌乳素等,记录观察过

程中出现的不良反应。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和 t(或 t忆)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疗效及干预前后 PANSS 评分比较摇 观察

组临床痊愈 12 例,显著好转 13 例,好转 4 例,无效 1
例,显效率 83. 3% ,有效率 96. 7% 。 对照组临床痊

愈 9 例,显著好转 14 例,好转 5 例,无效 2 例,显效

率 76. 7% ,有效率 93. 3% 。 2 组的显效率和有效率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2 组干预前

PANSS 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2 组

病人经干预后的精神症状均明显改善。 干预 12 周

后,2 组的 PANSS 及各因子评分均较干预前显著降

低(P < 0. 01),且观察组下降幅度大于对照组(P <
0. 05 ~ P < 0. 01)(见表 1)。
2. 2摇 2 组干预前后 ITAQ、PSSS、SDSS 评分比较摇 2
组干预前 ITAQ、PSSS 和 SDSS 分值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P > 0. 05)。 观察组干预后 ITAQ 和 PSSS 分值

均较干预前明显提高(P < 0. 01),SDSS 分值较干预

前明显降低(P < 0. 05),而对照组干预前后 3 项分

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2)。
2. 3摇 2 组病人不良反应比较摇 2 组病人均完成 12
周的治疗观察,无脱落。 2 组病人不良反应程度均

为轻微,多出现在治疗前 4 周,随着持续用药或加用

相应拮抗药物,其症状很快消失。无锥体外系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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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2 组干预前后 PANSS 评分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PANSS 总分 阳性量表分 阴性量表分 一般病理分

干预前

摇 观察组 30 76. 31 依 16. 12 23. 73 依 5. 74 14. 89 依 6. 56 37. 56 依 10. 82

摇 对照组 30 75. 42 依 15. 35 23. 31 依 5. 82 15. 23 依 5. 62 37. 59 依 11. 47

摇 摇 t — 0. 22 0. 28 0. 22 0. 01

摇 摇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干预后(d 依 sd)
摇 观察组 30 36. 63 依 7. 56**14. 40 依 1. 39**5. 61 依 2. 41**16. 39 依 4. 25**

摇 对照组 30 32. 16 依 7. 52**12. 05 依 4. 28**3. 41 依 1. 26**13. 53 依 4. 08**

摇 摇 t — 2. 30 286. 4. 43 2. 66

摇 摇 P — <0. 05 < 0. 05 < 0. 01 < 0. 05

摇 摇 组内配对 t 检验:**P < 0. 01

表 2摇 2 组干预前后 ITAQ、PSSS、SDSS 评分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ITAQ PSSS SDSS

干预前

摇 观察组 30 8. 21 依 1. 82 22. 64 依 5. 48 15. 32 依 1. 91

摇 对照组 30 8. 12 依 1. 56 24. 24 依 6. 74 16. 04 依 1. 85

摇 摇 t — 0. 21 1. 01 1. 48

摇 摇 P — >0. 05 > 0. 05 > 0. 05
干预后(d 依 sd)
摇 观察组 30 5. 43 依 1. 36** 6. 21 依 0. 89** - 5. 57 依 1. 65**

摇 对照组 30 0. 24 依 0. 11 0. 72 依 0. 15 - 0. 28 依 0. 19

摇 摇 t忆 — 20. 83 33. 32 17. 45

摇 摇 P — <0. 05 < 0. 05 < 0. 01

摇 摇 组内配对 t 检验:**P < 0. 01

征、体质量增加、泌乳素升高等重度不良反应出现。

3摇 讨论

摇 摇 现代医学模式已经由重视控制症状向重视病人

的社会功能恢复转变。 世界生物精神病学会的精神

分裂症治疗指南也将病人社会功能改善作为精神分

裂症治疗的最终目标,要求在病人症状缓解后,治疗

重点转向功能恢复,促进病人早日回归社会。 世界

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全球高达 20%的儿童

和青少年患有某种致残性的精神障碍[4]。 在治疗

方案的选择上,儿童青少年病人对于改变认知、恢复

社会功能、改善生活质量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单纯

药物治疗对于消除病人精神衰退和行为退缩收效甚

微,这就需要介入心理社会干预以获取进一步疗效。
心理社会干预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常用辅助手

段,是指应用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方法、策略及技巧减

轻或消除病人认知、心理社会方面的功能损害以及

因病造成的残疾和功能障碍,促进病人重返社

会[5]。 发病的早期阶段(病程在 5 年内)是治疗精

神分裂症的关键时期,所以在早期开展心理社会干

预,更有利于病人早日缓解精神症状,保持原有社会

学习能力,学习新的社会技能,更有助于病人重建人

际关系,树立生活信心,防止疾病迁延,进而提高社

会适应水平[6]。 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病人多为

首发病人或病程较短,此年龄段病人生理和心理发

育尚不成熟,社会阅历少,更易于心理社会干预手段

的介入,是改善不良结局、提高病人的自知力和治疗

依从性、改善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的最佳时机。
本文选择齐拉西酮在于齐拉西酮具有很好的安

全性和耐受性。 抗精神病药可以引起如锥体外系综

合征、QT 间期延长、代谢或内分泌功能异常等。 齐

拉西酮治疗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是安全和有效

的[1]。 本文发现临床干预后 2 组 PANSS 评分较治

疗前均显著降低,提示齐拉西酮具有良好的疗效、安
全性和耐受性,与文献[7]结论相一致。

本文在使用齐拉西酮治疗的基础上,对观察组

施以全面的心理干预,帮助病人安全渡过危机、恢复

心理平衡,取得了良好效果。 观察组在治疗后的

ITAQ、PSSS 分值较治疗前显著提高,SDSS 分值则较

治疗前明显降低,提示心理社会干预在精神分裂症

的处理上具有良好的调解作用,在与药物治疗密切

配合下,病人的精神状态趋于稳定,对自身疾病有了

较全面的认识,并能主动配合治疗,内心更为乐观自

信,同时在环境适应、人际交往、生活自理、学习能力

方面均有明显改善。 而对照组的 ITAQ、PSSS、SDSS
分值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齐拉西酮合并心理社会干预是目前

治疗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较为理想的一个方案,
在充分发挥药物疗效的同时,对于病人恢复认知能

力、增强对社会支持系统领悟能力、改善社会功能方

面亦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整体疗效优于单用齐拉西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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