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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策略改良电抽搐治疗精神分裂症的疗效及安全性研究
张学明 1，李佳 2，利雁霞 2

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 1、精神科 2，广东 惠州 516000

【摘要】 目的 研究混合策略改良电抽搐(msECT)治疗精神分裂症的疗效及安全性，为患者的临床治疗提供

指导。方法 选取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2018年7月至2020年6月收治的62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展开研究，按照简单

抽签法分为观察组(n=32)和对照组(n=30)。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改良电抽搐(MECT)治疗，观察组患者则采用

msECT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治疗3个月后的治疗效果及治疗前后的简明精神病量表(BPRS)评分，阳性与阴性症状

量表(PANSS)评分；同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90.63%，明显高于对照组的63.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焦虑抑郁、缺乏活力、思维

障碍、激活性、敌对猜疑及总分分别为(0.65±0.12)分、(1.79±0.32)分、(6.50±1.03)分、(1.62±0.37)分、(6.23±1.58)分、

(15.70±3.36)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的(1.89±0.15)分、(6.07±0.96)分、(8.34±1.26)分、(3.09±0.49)分、(9.01±1.98)分、

(28.09±4.73)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PANSS评分为(29.73±5.19)分，明显低于对照

组的(42.68±5.85)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12.50%，明显低于对

照组36.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msECT可有效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症状，临床治疗效果

好且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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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modified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with mixed strate-
gy (msECT) in 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Methods Sixty-two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Huizhou Second Peo-
ple's Hospital from July 2018 to June 2020 were selected for the study. According to simple lottery metho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n=32) and the control group (n=30).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outine
modified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MECT),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msECT.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3 months of treatment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the scores of Brief Psychiatric Rating Scale
(BPRS) and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mptom Scale (PANSS) before and after 3 months of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during treatment, the adverse reactions of the two groups during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
ment,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0.63%,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63.33%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cor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lack of vitality, thinking disorder, activation, hostility and suspicion, and
total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0.65±0.12) points, (1.79±0.32) points, (6.50±1.03) points, (1.62±
0.37) points, (6.23±1.58) points, and (15.70±3.36) points,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1.89±0.15) points, (6.07±
0.96) points, (8.34±1.26) points, (3.09±0.49) points, (9.01±1.98) points, (28.09±4.73) poi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treatment, PANSS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29.73 ± 5.19) points,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42.68±5.85) poi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total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12.50%,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36.67%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msEC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with good clinical treatment effect and high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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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病因未明的慢性疾病，具有病

情迁移、反复发作、病情加重等特点[1]。该症患者可有

幻觉、幻听、环视、被害妄想、情绪波动异常、意志力减

退、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等表现，严重者可能会出现

精神残疾或衰退 [2]。改良电抽搐(MECT)治疗是一种

对大脑进行电刺激的疗法，对治疗精神分裂症具有显

著的效果[3]。但研究发现，该治疗方法虽然起效快速、

效果确切，但会给患者带来各种副作用，其中较为严

重的是遗忘[4]。因此，为了取长补短，笔者提出一种新

的MECT策略，即混合策略，通过更改ECT电量模式

来提高治疗效果，同时降低副作用。本研究主要分析

了混合策略改良电抽搐(msECT)治疗精神分裂症的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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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及安全性，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2018
年 7月至 2020年 6月收治的 62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展
开研究。纳入标准：(1)均符合《国际疾病分类与诊断

标准第十版(ICD-10)》中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 [5]；
(2)处于急性发作期；(3)能够配合完成各项诊疗者。
排除标准：(1) MECT禁忌者；(2)同时参与其他研究

者；(3)滥用酒精者；(4)患有严重躯体疾病者；(5)正在
使用大剂量抗精神病药物；(6)不能配合诊疗者。按照
简单抽签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n=32)和对照组(n=30)，
观察组中男性 17例，女性 15例；年龄 38~60岁，平均

(41.26±3.72)岁；病程1个月~30年，平均(7.31±2.18)年。
对照组中男性 18例，女性 12例；年龄 39~60岁，平均
(42.03±3.79)岁；病程2个月~30年，平均(7.50±2.31)年。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
准，患者家属均知情并签署同意书。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MECT治
疗。具体方法：常规禁食8 h，指导患者取仰卧位，静脉推
注阿托品(生产厂家：安徽城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丙泊

酚(生产厂家：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待麻醉起效
后再静脉推注氯化琥珀胆碱(生产厂家：北京双鹤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然后给予面罩供氧，采用治疗仪治疗，仪器
为醒脉通Ⅳ型多功能电痉挛治疗仪(生产厂家：美国

SOMATICS公司)，用于通电治疗和监测患者的脑电图，
电量(mc)=年龄×5，电流为8 00 mA，脉冲宽度为1.0 ms，
频率为 30~70 Hz，刺激时间为 3~6 s，共治疗 12次。

观察组患者采用msECT治疗，前 4次电量设置与对
照组一致，第 5次开始降低电量(约 3焦耳左右)，共治
疗 12次。两组患者治疗疗程均为3个月，第一个月每

周3次，第二个月每周2次，第三个月每周1次。
1.3 观察指标与评价方法 (1)治疗效果：治疗

3个月后，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2)精神病性症

状严重程度：治疗 3个月后，比较两组患者的简明精

神病量表(BPRS)评分，包括焦虑抑郁、缺乏活力、思

维障碍、激活性、敌对猜疑、总分。BPRS中所有项目

采用 7级评分法，即无症状、可疑或很轻、轻度、中度、

偏重、重度、极重，总分为 18~126分，分数越高表明患

者的疾病越严重[6]。同时比较两组患者的阳性与阴性

症状量表(PANSS)评分。PANSS共30项，每个项目按

精神病理水平递增 7级评分进行，分别为无、很轻、

轻度、中度、偏重、重度、极重度，分数越高表明患者

的症状越严重 [7]。(3)不良反应：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期

间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4 疗效评定标准 [8] 采用 PANSS评分评估患

者的临床疗效，PANSS评分减少 75%及以上为治愈。

PANSS评分减少 50%~74%为显效；PANSS评分减少

25%~49%为有效；PANSS评分减少不足25%为无效。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统计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

符合正态分布，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 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

治疗总有效率为 90.63%，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63.3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597，P=0.010<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的BPRS评分比较 治疗后，观察

组患者的焦虑抑郁、缺乏活力、思维障碍、激活性、敌

对猜疑和总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2。

表1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32

30

痊愈

11

5

显效

10

8

好转

8

6

无效

3

11

总有效率(%)

90.63

63.33

表2 两组患者的BPR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32

30

焦虑抑郁

0.65±0.12

1.89±0.15

36.054

0.001

缺乏活力

1.79±0.32

6.07±0.96

49.546

0.001

思维障碍

6.50±1.03

8.34±1.26

6.313

0.001

激活性

1.62±0.37

3.09±0.49

13.384

0.001

敌对猜疑

6.23±1.58

9.01±1.98

6.130

0.001

总分

15.70±3.36

28.09±4.73

11.950

0.001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PANSS评分比较 两

组患者治疗前的PANS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PANSS评分均较治疗前

降低，且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3。
2.4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

疗期间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12.50%，明显低于对照

组的36.6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4.931，P=0.026<
0.05)，见表4。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PANSS评分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32

30

治疗前

71.86±6.58

72.01±6.70

0.089

0.929

治疗后

29.73±5.19

42.68±5.85

9.233

0.001

t值
27.867

18.061

P值

0.001

0.001

表4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对比(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32

30

消化不良

1

2

头晕恶心

1

2

心电图异常

1

4

肌僵直

1

3

总发生率(%)

12.50

3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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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临床上最常见的重型精神病之一，

青壮年是该病的多发时期，其中女性发病率高于男

性，可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降低患者的生活质

量，需要尽早进行针对性治疗。目前，临床对于该病

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但个体心理的易感素质和外

部社会环境的不良因素可促进精神分裂症的发生发

展 [9]。临床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已成为造成世界范

围内影响最广泛的精神疾病之一，因此，有效的治疗

具有重要的意义。

改良电抽搐治疗(MECT)是一种对大脑进行的电刺

激的疗法，被认为对重度抑郁症和药物难治性精神分裂

症等精神疾病有效。然而，很多患者因为担心MECT所

带来的各种副作用，特别是遗忘等认知功能的损害，拒

绝MECT的治疗，从而耽误疾病的治疗。的确，MECT
治疗的副作用相当广泛，从急性期的头痛头晕、感觉混

乱到可能长达6个月的记忆损害和其他认知功能损害

均广泛存在。虽然已经有一些没有那么多严重副作用

的重复经颅磁刺激疗法、经颅直流电刺激等新型治疗方

法用于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但是目前的研究表明，这些

新型的治疗方式在疗效上，特别在面对严重精神分裂症

患者尚不能与MECT相提并论。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改

进MECT来在保留它的治疗效果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它

的副作用，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具有强大的潜在受益。

电抽搐疗法治疗机制是将电流输送至患者的大

脑，引起癫痫抽搐发作，从而改善精神分裂症。临床

研究表明，MECT的治疗效果较好，治疗效率可高达

90%，可减少不良反应发生率，缩短康复病程[10]。但目

前医学界发现了一个新的观点，抽搐能否被诱发可能

与MECT治疗抑郁障碍的疗效无关，而反而与MECT
相关的副作用有关，也就表明，抽搐可能是不必要的，

甚至会给患者造成伤害。这表明可能目前常规的

MECT电量过高，而降低电量可能在治疗的作用下降

低不良反应 [11]。还有一种方法为无发作电抽搐治疗

(NET)，从治疗开始到结束比较平稳、线性。在副作用

方面，MECT更为明显，且多在治疗3~5次后表现出来，

为了取长补短，本研究提出一种新的MECT治疗策略-

混合策略，即给予精神分裂症患者总治疗 12次，在前

3~4次时会较快，但在4~12次时会逐渐放缓速度，设置

为约3焦耳的类似于NET所采用的电量[12-13]。期望通

过这种混合电量设置的策略能够快速缓解精神症状，

且能利用 NET的副作用小的优势，既避免了常规

MECT巨大的副作用，还避免了NET对于抑郁症状较

慢的初始缓解速度[14-15]。

但由于目前采用该治疗模式治疗精神分裂症缺

乏数据，于是本研究设计了一项前瞻性的双盲随机对

照临床先行验证试验来初步探索该概念的有效性和

安全性。本研究显示，采用msECT治疗的患者BPRS

评分(焦虑抑郁、缺乏活力、思维障碍、激活性、敌对猜

疑、总分)、PANSS评分均明显低于采用常规MECT治

疗的患者，采用msECT治疗的患者疗效明显高于采用

常规MECT治疗的患者。说明了msECT治疗可有效

改善患者的患者抑郁、木僵、敌对攻击、兴奋，可有效

提高治疗效果。且本研究对两组治疗期间观察发现，

采用msECT治疗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更低。说明

msECT总电量远远小于MECT，且在第 5次治疗后不

大可能诱发抽搐，因此，msECT所伴随的副作用远小

于MECT。
综上所述，msECT可有效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临床症状，减少不良反应，安全可靠。但由于目前临

床上对于该治疗模式的研究较少，本研究观察时间较

短，且病例数较少，今后还需通过观察更多病例加以

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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