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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抗精神病药所致体重增加与基因多态性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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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临床研究显示，体重增加是第二代抗精神病药（second-generation antipsychotics，SGAs）

在治疗时引起的常见的不良反应之一。SGAs 引起的体重增加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提示这可能与基

因有关。本文就 SGAs 引起的体重增加与基因多态性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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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SGAs 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精神分裂

症的临床治疗。与第一代抗精神病药相比，SGAs

除了阻断多巴胺受体外，还有较强的 5- 羟色胺 2A

（5-HT2A）受体阻断作用，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阴

性症状、认知功能损害和一些情感症状也产生治疗

作用。但是有研究显示超过 50％服用抗精神病药物

的患者出现体重增加，抗精神病药物在治疗的过程

中引起体重增加（antipsychotic-induced weight gain，

AIWG）是导致患者用药依从性差的原因之一。大量

研究指出基因多态性可能与 AIWG 有关。目前研究

发现 5-HT2c 受体、瘦素、脂联素、黑皮质色素 -4 受

体等基因与 AIWG 有关。本文就关于基因多态性与

AIWG 关系的文献作一综述。

一、基因的多态性与AIWG的关系 
1　5-HT2c 受体

5-HT2C 受体基因（HTR2C）位于 X 染色体上。

在动物与人类模型中，激活 HTR2C 可减少摄食行

为，反之则增强进食。HTR2C 受体被认为是通过影

响黑皮质素和它的前体—阿片 - 促黑素细胞皮质素

原（proopiomelanocortin，POMC）的转运来影响代谢。

黑皮质素和 POMC 是两种可以使食欲减退的神经肽。

奥氮平和氯氮平对 5-HT2c 受体具有很强的阻断性，

这可能解释为何它们会引起体重的大量增加。十分

重要且有力的证据是，HTR2C 基因敲除小鼠可出现

摄食增加并因此导致肥胖［1］。

Creta 等对过去文献中提到的 16 种候选基因进

行了实验，得出 HTR2C 与 AIWG 有关的结论。可能

的机制是由于基因多态性导致 HTR2C 基因具有更

高的转录水平，因此在食欲调节上起到了很大的作

用，最终产生了抵抗肥胖的效果［2］。目前对 HTR2C

基因 -759C/T（rs3813829）的多态性研究较多。

Reynolds 等在 2002 年首次提出 HTR2C -759T 等位

基因能降低抗精神病药引起的体重增加的风险。张

志郡等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是 Kang 等对 146 名

服用氯氮平一年以上的患者的研究却得出 AIWG 与

HTR2C-759C/T 多态性没有关系的结论。导致阴性结

果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样本人数含量较少。其次可能

是由于本实验是横断面实验，实验者无法评价代谢

综合征和氯氮平之间的关系。而且研究者也很难获

取在氯氮平治疗初始期间患者的代谢参数。Ma［3］等

的一项 Meta 分析也支持 HTR2C-759C/T 与 AIWG 多

态性没有关系的结论。导致阴性结果的原因首先可

能是与搜集的文献中未把首发和非首发患者区分开；

其次研究者发现种族因素对结果有影响；最后他们

认为性别因素也有可能影响 AIWG 与 HTR2C-759C/T

多态性是否有关的结论。并认为与 -759C/T 位点相

比，rs1414334 和 -697G/C 位点可能与 SGAs 引起的

体重增加有关。而且着重指出 rs1414334 位点多态性

可能是 AIWG 一个最重要的位点。所以关于 HTR2C

基因多态性与 AIWG 是否有关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2　瘦素基因

瘦素是肥胖基因（ob）编码的一种由脂肪组织分

泌的使食欲减退的蛋白质激素，主要通过抑制食欲、

增加能量消耗、抑制脂肪合成三方面来对脂肪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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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进行调控［4］。目前研究已经发现瘦素基因启动子

区存在多态性，可以影响瘦素的合成、分泌及瘦素

信号通路的传导。临床研究发现，使用抗精神病药

引起的体重增加的患者存在血瘦素水平的异常升高

和瘦素抵抗。

近年来对瘦素基因多态性与 SGAs 引起的体重

增加的研究成为热点。既往研究发现瘦素启动子

区 -2548G/A（rs7799039）多态性与 AIWG 有关。

Hoffstedt 等［5］发现 -2548AA 携带者脂肪细胞瘦素

mRNA 水平较 -2548G/A 和 G/G 高 60％，脂肪细胞

分泌瘦素的速率是 -2548G/A 和 G/G 携带者的两倍。

这说明该位点的多态性可能在转录水平影响瘦素的

表达。可以推测瘦素基因 -2548G/A 通过增加启动

子活性和转录水平使瘦素分泌增高，从而抑制 SGAs

导致的体重进行性增加。当代偿性增高的瘦素不能

有效控制体重增加和脂肪沉积时，提示可能出现了

瘦素抵抗从而导致体重增加。Nurml 等［6］的研究发

现，瘦素启动子区 -2548G/A（rs7799039）多态性

与 AIWG 存在联系。携带 G 等位基因的患者比携带

AA 基因型的患者体重增加更多。这与 Brandl 等人

研究的结论相同。还有研究指出瘦素基因多态性是

否与 AIWG 有关与人种存在密切关系。Shen 等［7］的

一项 Meta 分析发现，在不同基因模型下瘦素 -2548 

G/A（rs7799039）多态性与 AIWG 无关。但是在种族

的亚组分析中发现在亚洲人种中瘦素 -2548 位点上

的 A 等位基因是 AIWG 的风险基因。而在欧洲人群

中，瘦素 -2548 位点上 A 等位基因携带者发生 AIWG

的风险小。罗雪梅等［8］对总共 7 篇文献包含 404 例

AIWG 患者和 508 例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未导致肥胖

的患者的一篇 Meta 分析指出，对中国人群和外国人

群进行分析显示瘦素基因 -2548G/A（rs7799039）多

态性与中国人群 AIWG 有相关性。即在中国人群中

AA 基因型携带者 AIWG 的发病风险明显增加。而在

外国人群中却没有得出相同的结论。这提示人种可

能对瘦素基因 -2548G/A（rs7799039）多态性引起的

AIWG 的结果有影响。也有人认为可能是由于各研

究入组标准不同或试验设计有差异，导致目前对瘦

素 -2548 G/A（rs7799039）多态性与 AIWG 的关系存

在争议。

3　脂联素基因

脂联素（Adiponectin，APN）是一种由脂肪细胞

分泌的蛋白质激素，血清中正常浓度为 5～30mg/L。

脂联素可能是通过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来提高葡萄

糖的新陈代谢从而控制人体能量代谢。目前有多项

研究发现长期使用 SGAs 后精神分裂症患者体内脂联

素水平低于正常人。在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研究中

发现循环脂联素水平与 BMI、甘油三酯水平、胰岛

素水平呈负相关。Wampers 等的一项对 133 名服用

SGAs 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患者的研究显示，奥氮平组

的脂联素浓度从 11280ng/ml 下降到 8988ng/ml。提示

奥氮平可能影响人体内脂联素的含量。所以目前有

研究者认为脂联素可以作为抗精神病药引起的代谢

问题的生物标志物。

脂联素基因的多态性也是目前研究 AIWG 的

新热点之一。Jassim 等［9］对 160 名德国精神分裂症

患者的 9 种可能引起 BMI 变化的基因（ADIPOQ，

P R K A A 1， P R K A A 2， P R K A B 1， P R K A G 1，

PRKAG2，PRKAG3，FTO，FABP3）进行研究后发

现，抗精神病药物引起的 BMI 变化最大的基因是脂

联素编码基因 ADIPOQ。国内研究学者对脂联素基

因 ADIPOQ+276G/T（rs1501299）多态性研究较多。

WU 等［2］对抗精神病药物引起的体重增加的一项病

例匹配对照研究，将用药后体重增加大于 7％的患

者规定为试验组，体重增加小于 7％的患者规定为

对照组。在试验组中 +276G 和 +276T 的基因频率分

别为 80.6％和 19.4％，在对照组中分别为 68.2％和

31.8％。显然试验组中具有 +276G 等位基因的频率

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 +276G 等位基因是 AIWG 的

风险基因。LI 等［10］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4　黑皮质素 -4 受体（melanocortin-4 receptor，

MC4R）

MC4R 是黑皮质素受体家族成员之一，为 G-

蛋白偶联受体，在脑中管理进食和能量平衡的脑区

表达，在维持能量稳态起重要作用。MC4R 是导致

基因肥胖最重要的致病基因之一。一项动物研究

指出 MC4R 受体基因缺失的小鼠患有成年肥胖综合

征。最近一项对人数为 249796 例的 GWAS 研究发

现［11］MC4R 基因与脂肪量、体重、腰围的增加有关。

MC4R 基因被作为肥胖的敏感基因。

一些研究提示 MC4R 基因多态性与 AIWG 有关。

有研究表明 rs17782313 多态性与 SGAs 引起的体重

增加有关。Czerwensky 等［12］对 355 名白种人住院患

者的 MC4R 位点 rs17782313 的研究显示，患者服用

不同的 SGAs4 周后，携带 C 等位基因的纯合子患者

的体重和 BMI 增加量显著高于 CT 和 TT 基因型患者。

提示 rs17782313 多态性与 SGAs 引起的体重增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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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系。研究者认为 MC4R 的 rs17782313 位点的多

态性和 H1 受体、5-HT2C 受体被阻断，二者共同影

响体重的变化。除 rs17782213 位点外，MC4R 基因

rs489693 多态性也被认为与 AIWG 有关。Czerwensky

等［13］对 341 名至少服用一种抗精神病药物的高加索

人种的住院患者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在 4 周的治

疗后，在位点 rs489693 上携带 A 等位基因的纯合子

患者体重增加的量是携带 CC 基因型患者的 2.2 倍。

本实验验证了 Malhotra 等的关于 SGAs 引起的体重增

加的全基因组分析的研究。提示携带 A 等位基因的

患者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后体重增加的风险较大。

5　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MTHFR）

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MTHFR）基因变异涉

及同型半胱氨酸的代谢可能是 AIWG 的一项重要预

测因子。血浆中高浓度的同型半胱氨酸不仅与心血

管并发症有关，而且还与精神分裂症有关［14］。最近

有研究提示 MTHFR 基因变异可能与抗精神病药物引

起的代谢副反应有关。

Srisawat 等［15］的一项关于首发未服药的精神分

裂症患者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引起的体重增加的研究

显示，MTHFR 677C/T 多态性与 AIWG 有关。携带

CC 基因型的患者比携带 T 等位基因的患者体重增

加的多，提示 T 等位基因可能对 AIWG 具有保护效

应。MTHFR 基因多态性影响 AIWG 的机制目前尚

不清楚，但是 MTHFR 基因 667C/T 和 1298A/C 多态

性都能引起酶的活性降低。MTHFR 是一个很重要

的酶，因为通过它的 DNA 合成和甲基化的作用可以

影响一碳单位的代谢，因此可能影响基因的表达。

这些表观遗传效应可能与 AIWG 有关，从而减弱了

基因组 DNA 甲基化和基因独特性 DNA 甲基化的水

平，这已被报道与 677TT 基因型有关。因此 677TT

被认为减弱了 MTHFR 酶的活性导致关于管理体重基

因的 DNA 甲基化的水平降低。除 667C/T 位点之外，

MTHFR 受体基因 A1298C 最近也被认为与 AIWG 有

关。Roffeei 等［16］的一项关于 A1298C（rs1801131）

的研究显示，在马来西亚人和中国人中，MTHFR 中

A1298C（rs1801131）位点 C 等位基因与 BMI 的减少

有关。

6　抑胃肽受体（Gastricinhibitorypolypeptiderecept

or，GIPR）

肠促胰岛素胃肠激素（Incretin gastrointestinal 

hormones）通过胰腺β细胞影响胰岛素的分泌。抑胃

肽（GIP）是肠促胰岛素之一，它可以在口服葡萄糖

激发之后刺激胰岛素应答。Saxena［17］的一项 Meta 分

析指出抑胃肽受体（GIPR）基因多态性 rs10423928
（A/T）与胰岛素分泌有关。除胰腺β细胞外，GIP

通过将葡萄糖纳入脂肪细胞而使体重增加。

有研究者认为 GIPR 基因 rs10423928 多态性可

以影响奥氮平引起的体重增加。Ono 等［18］对 32 名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一项为期 4 周的研究显示，在

rs10423928 位点上携带 A 等位基因的患者比没有携

带 A 等位基因的患者的体重明显增加。提示 GIPR 多

态性 rs10423928 位点，A 等位基因为体重增加的风

险基因。

7　其他

研究发现共济失调蛋白 2 结合蛋白 1（A2BP1）

在成年小鼠的海马、大脑皮质、小脑和嗅球等脑区

高度表达，说明其与调节中枢神经系统的产生和神

经元的发育障碍有关。有文献也提示 A2BP1 基因

被认为是精神病、抑郁症、孤独症和肥胖症的敏感

基因之一。Dong 等［19］对 328 名精神分裂症患者为

期 8 周服用奥氮平的入组前后体重变化的试验发现，

A2BP1 基因多态性 rs1478697 位点与 AIWG 有关。

胃饥饿素在空腹时由胃分泌，是人体生长激素 -

促分泌素受体的内源性配体。在饥饿时它可以通过

下丘脑的受体来调节食欲。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提

示抗精神病药物可以调节循环胃饥饿素水平。有研

究指出在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时，改变胃饥饿素

信号可以导致摄食增加和体重的增加。Ryu 等［20］对

84 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60 个候选基因的 233 个单

核苷酸多态性的研究发现，胃饥饿素基因（GHRL）

的 rs696217 位点与体重增加和饮食变化有关。携带

GG 基因型的患者比 GT/TT 型的患者的 BMI 和食欲增

加的更多。这与之前的研究者所得的阴性结果不同，

也是第一个得出 GHRL 与 AIWG 有关的实验。

二、总结与展望

本文介绍了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与基因多态性

的关系。目前研究提示 5- 羟色胺 2C 受体、瘦素、

脂联素、黑皮质素 -4 受体、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

抑胃肽受体、共济失调蛋白 2 结合蛋白 1、胃饥饿素

的基因多态性与 AIWG 有关。

目前关于基因的多态性与 AIWG 的研究很多，

但仍有样本量不足、种族不统一、用药种类不统一

情况，这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今后的研究应

该注意这些问题，并且应该更多地关注近几年来的

研究新发现，这可能有助于解决 AIWG 个体间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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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问题，对今后的个体化治疗亦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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