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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疏肝清障方治疗痰气郁结型
精神分裂症的临床研究
庞铁良

孙秀琪

宋翠双

【摘要】 目的
观察疏肝清障方治疗痰气郁结型精神分裂症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 85 例精神分
裂症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治疗组 43 例采用自拟疏肝清障方治疗，对照组 42 例口服利培酮
治疗。两组患者均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中医症状分级量表进行临床疗效评定。治疗后采
用副反应量表（TESS） 评定药物不良反应。结果 两组治疗后PANSS分值均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治疗组＝4.86，t’治疗组＝17.88，ν’治疗组＝59，P治疗组＜0.01；F对照组＝4.27，t’对照组＝18.76，ν’对照组＝59，P对照组＜0.01）；
组间PANSS分值下降比较，第 2、4 周对照组明显优于治疗组（F第 2 周＝1.02，t第 2 周＝2.50，P第 2 周＜0.05；
，第 6 周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92，t＝0.91，P＞0.05）
；PANSS
F第 4 周＝1.04，t第 4 周＝3.55，P第 4 周＜0.01）
；中医症状分级量表评分的中医临床疗
评分的西医临床疗效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5，P＞0.05）
效比较，治疗组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6.26，P＜0.01）；不良反应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2＝8.17，P＜0.01）
。结论 疏肝清障方可在一定时期控制痰气郁结型精神分裂症的症状。
【关键词】 精神分裂症；痰气郁结；中医治疗

Clinical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due to stagnation of phlegm and qi with
Shugan-qingzhang formula PANG Tie-liang, SUN Xiu-qi, SONG Cui-shuang. Daxing District
Psychiatric Hospital, Beijing 1026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treating schizophrenia due to stagnation of phlegm and
qi with Shugan-qingzhang formula. Methods 85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were randomly recruit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 treatment group.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treated with Shugan-qingzhang formula,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oral risperidone. Clinical effects of both groups were evaluated by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 and symptom rating scale. Adverse drug reaction was evaluated by treatment
emergent symptom scale (TESS). Results Score of PANSS was significantly changed after the treatment in
both groups (F treatment group＝4.86, t’ treatment group＝17.88, ν’ treatment group＝59, P treatment group＜0.01; F control group＝
4.27, t’ control group＝18.76, ν’ control group＝59, P control group＜0.01); scores of PANS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t the second and forth weak(F 2 weeks＝1.02, t 2 weeks＝2.50, P 2 weeks＜
0.05; F 4 weeks＝1.04, t 4 weeks＝3.55, P 4 weeks＜0.01), whil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the sixth week between
the two groups (F＝0.92, t＝0.91, P＞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of PANSS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erms of western medicine curative effects (χ2＝0.05, P＞0.05), b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erms of TCM curative effects (χ2＝36.26, P＜0.01); There was also statistic difference of adverse drug re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χ2＝8.17, P＜0.01). Conclusion Shugan-qingzhang formula can control symptoms of
schizophrenia due to stagnation of phlegm and qi in a certain period.
【Key words】 Schizophrenia；Stagnation of phlegm and qi；Treatment with Chinese medicine

目前精神分裂症的病因不明，多采用抗精神病
药物治疗，但副作用较多。近年来我们尝试根据

从而发挥中西医学各自优势，扬长避短治疗本病，
取得满意疗效，现报告如下。

中医理论，应用自拟疏肝清障方治疗痰气郁结型
精神分裂症，并与利培酮口服治疗进行对照观察，

1
1.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选取大兴区精神病医院 2007 年 2
［2］

精神

DOI：10.3760/cma.j.issn.1673-4246.2011.02.002

月至 2009 年 12 月住院治疗的痰气郁结型

作者单位：102600 北京市大兴区精神病医院中西医结合科

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共入组 90 例，脱落 5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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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中治疗组 3 例，对照组 2 例。治疗组 3 例皆因

周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

中途拒服汤药而脱落，对照组 2 例因家属要求改

医临床疗效评定，PANSS总分降低≥75%为痊愈，

用长效抗精神病药物而脱落。将入组患者按随机

降低 74～50%为显著进步，降低 49～25%为好转，

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治疗组 43 例中男性 19 例、

降低＜25%为无效。治疗前后采用中医症状分级量

女性 24 例；年龄 18～57 岁、平均(41.51±8.37)

表（见表 1）进行疗效评定，计算公式：[(治疗前

岁；病程 1～29 年、平均(18.46±8.35)年；本次

积分－治疗后积分)/治疗前积分]×100%

发作病程 1～7 月、平均(4.14±3.32)月。对照组

降低≥95%为临床痊愈，积分降低≥70%为显效，

42 例中男性 17 例、女性 25 例；年龄 19～59 岁、

积分降低≥30%为有效，积分降低＜30%为无效。

平均(43.16±9.13)岁；病程 1～28 年、平均(19.33±

1.5

9.12)年；本次发作病程 1～8 月、平均(4.53±3.47)

（TESS）

月。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病程等方面比较，差

均于治疗前后进行血常规、血糖、电解质、肝功、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肾功和心电图检查。

1.2

1.6

进行西

［4］

。积分

不良反应评定：治疗后采用副反应量表
［3］

病例纳入及排除标准：(1)纳入标准：①符合

《ICD-10 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精神分裂症诊断

评定治疗药物的不良反应。两组患者

统计学方法：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方法，计

量资料采用t检验方法。

要点，见文献［1］；②符合《中医病证诊断疗效
标准》中的癫病及其痰气郁结证候诊断标准，见

2

文献［2］；③年龄为 18～60 岁；④精神分裂症初

2.1

发者，或停服非长效抗精神病药物 1 周以上复发

均明显下降，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治

者，或停服长效抗精神病药物 2 个月以上复发者；

疗组＝4.86，t’治疗组＝17.88，ν’治疗组＝59，P治疗组＜0.01；

⑤签署知情同意书。(2)排除标准：①伴发严重的

F对照组＝4.27，t’对照组＝18.76，ν’对照组＝59，P对照组＜0.01）
。

心脑血管疾病，及肝肾功能损害者；②妊娠、哺

第 2、4 周治疗组PANSS总分平均值下降，对照组明

乳期妇女；③药物过敏者、有明显自杀倾向者。

显优于治疗组（F第 2 周＝1.02，t第 2 周＝2.50，P第 2 周＜0.05；

1.3

治疗方法：治疗组口服疏肝清障方：石菖蒲

F第 4 周＝1.04，t第 4 周＝3.55，P第 4 周＜0.01）
；第 6 周治疗

10 g、胆南星 6 g、法半夏 10 g、远志 6 g、柴胡

组PANSS总分平均值下降，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

15 g、香附 10 g、郁金 10 g、苍术 6 g、茯苓 30 g、

学意义（F＝0.92，t＝0.91，P＞0.05）
，见表 2。两组

白芍 6 g 等，1 剂/d，水煎两次共取汁约 400 ml，

PANSS评分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

分早中晚 3 次温服。对照组口服利培酮（西安杨森

0.05，P＞0.05）
，见表 3。

制药有限公司生产）
，1～8 mg/d（依据病情调整用

2.2

量）
。两组均治疗 6 周为 1 个疗程。

较：治疗后，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1.4

意义（χ2＝36.26，P＜0.01），见表 4。

疗效评定标准：在治疗前及治疗第 2、4、6
表1
症状

主症
抑郁呆钝

失眠
次症
舌象
脉象

结果
两组PANSS评分比较：两组治疗后PANSS评分

两组中医症状分级量表评分中医临床疗效比

症状分级量化表

轻

分值

中

时有情绪抑郁，表情淡漠，
语少呆钝，只能处理简单的
日常事务
睡眠不足 4～5 h/d，易醒

1

时常情绪抑郁，表情淡漠，语
少呆钝，不能处理日常事务

3

1

睡眠不足 2～3 h/d，入睡困难

舌淡红，苔薄白腻
脉弦滑

1
1

舌淡，苔白厚腻
脉细弦滑

注：无症状即为 0 分

分值

重

分值
5

3

持续情绪抑郁，表情淡漠，语少呆
钝，不能处理日常事务，妄闻妄见，
严重者出现自杀倾向
彻夜不眠

2
1.5

舌淡白，苔白厚腻
脉细弱

3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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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组别

例数

两组精神分裂症患者 PANSS 评分比较( x ± s )
总分

阳性症状量表

阴性症状量表

一般精神病理量表

90.46±17.32
75.21±12.07ab
53.63±9.19ac
38.61±7.86a

14.73±5.98
13.52±6.03
11.24±4.76a
9.02±3.91a

36.94±9.01
30.75±8.29a
20.09±6.35a
15.73±5.82a

39.67±12.39
31.11±9.03ab
23.16±5.84ac
13.01±4.21a

91.62±16.97
68.67±11.97a
46.61±9.03a
37.02±8.21a

14.26±5.84
12.71±5.82
11.07±5.10a
8.63±4.13a

37.52±8.67
27.54±6.91a
19.65±6.42a
15.57±5.52a

40.05±11.88
27.08±7.14a
17.92±5.28a
12.84±3.98a

43

治疗组
治疗前
治疗后第 2 周
治疗后第 4 周
治疗后第 6 周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第 2 周
治疗后第 4 周
治疗后第 6 周

42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aP＜0.01；组间比较，bP＜0.05，cP＜0.01

表3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著进步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对照组

43
42

8(18.6)
10(23.8)

17(39.5)
15(35.7)

9(20.9)
9(21.4)

9(20.9)
8(19.1)

79.1%
81.0%

表4

两组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医症状分级量表评分中医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例数

临床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对照组

43
42

18(41.9)
0(0)

16(37.2)
6(14.3)

9(20.1)
11(26.2)

0(0)
25(59.5)

100.0%
40.5%

表5
组别

椎体外系反应

治疗组
对照组

0(0)
7(16.7)

2.3

两组精神分裂症患者 PANSS 评分比较[例(%)]

口干

两组精神分裂症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例(%)]
视物模糊

0(0)
2(4.8)

0(0)
1(2.4)

便秘
0(0)
1(2.4)

恶心、呕吐

头晕头痛

0(0)
1(2.4)

0(0)
3(7.1)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
2

血常规异常

血肝功异常

心电图异常

0(0)
2(4.8)

0(0)
1(2.4)

0(0)
5(11.9)

型精神分裂症，从 PANSS 评分变化情况看，两组

反应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8.17，P＜0.01），

均可有效控制精神病症状。但从中医症状分级量

见表 5。

表评分情况分析，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
且不良反应率明显较低。由此可见，疏肝清障方

3

可在一定时期有效治疗痰气郁结型精神分裂症，

结语
精神分裂症，属中医“癫狂”范畴。其中具

有精神抑郁，表情淡漠，沉默痴呆，语无伦次，

控制精神症状，为进一步探索精神分裂症的中医
病机理论提供了临床依据。

［5］

静而少动特征的为癫病

，痰气郁结型是由痰浊

参

气滞、闭塞心窍、神机失司所致。疏肝清障方是依
据痰浊气滞理论，施以理气涤痰法，自拟组方而成。
针对体内已成之痰闭塞心窍，施以石菖蒲、胆南星、

［1］

神，使气畅痰自消；辅以茯苓健脾渗湿，使痰无所
生；防诸药辛燥太过，配以白芍柔肝；共奏气畅脾
健痰除神清的功效。
本结果表明，中药疏肝清障方治疗痰气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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