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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拉西酮治疗精神分裂症的疗效及TC、TG、LDL-C、Lep水平变化分析

傅志花 1 、 曹　宇 1 、 贾　琳 2 、 黄　越 3 、 黄海涛 4

【摘要】目的　探讨齐拉西酮胶囊对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效果及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低

密度脂蛋白（LDL-C）、瘦素（Lep）的水平变化。方法　择取 100 例精神分裂症的患者，随机分为研

究组和对照组，研究组患者采用齐拉西酮胶囊治疗，对照组患者采用利培酮进行治疗。所有患者在

治疗前后进行 PANSS 评分并比较两组患者的疗效，同时检测上述患者的 TC、TG、LDL-C、Lep 水平。

结果　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的 PANSS 总分要明显低于对照组；研究组患者的总体有效率较对照组高；

治疗后对照组患者的各项代谢指标均有明显变化；研究组不良反应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齐

拉西酮对精神分裂症具有较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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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efficacy of 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by Ziprasidone capsule and TC，TG LDL-C，
change，Lep levels in patients　FU Zhihua，CAO Yu，JIA Lin，et al.  Jinzhou city kangning hospital pharmacy 
department of liaoning，Jinzhou 121019，China

【Abstract】Objective　Discussion of ziprasidone capsule in 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Method　Will 

pick of the 100 cases of schizophrenia patients，randomly divided into 2 groups，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treated by 

ziprasidone capsule，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treated with risperidone. Compar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TC，TG，LDL - C，Lep level. Results　Group after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PANSS score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The team overall efficient than control group in patients with high；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various metabolic indexes have obvious change；The team adverse reaction i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Ziprasidone for schizophrenia has good curativ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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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为常见的一种精神类疾病，由于病

因复杂，到目前为止，对该疾病的发病原因尚未完

全明确，这将对社会及患者的生活带来沉重负担。

本文择取了 100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研究，现将

研究成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择取从 2013 年 2 月至 2016 年 1 月于本院接受

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100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将

上述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 50 例，研

究组中男性患者 26 例，女性患者 24 例，平均年龄

为 35.78±3.71 岁，平均病程为 2.81±0.32 年；对照

组中男性患者 25 例，女性患者 25 例，平均年龄为

33.63±2.98 岁，平均病程为 2.72±0.13 年。两组患

者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入选标准：①所有入选患者符合我国精神病分

类方案及诊断标准（第 3 版修订版）；②入组前 2 个

星期内，患者未使用任何种类的抗精神病药物；③阴

性症状、阳性症状量表（PANSS）的评分均 >60；④

年龄在 16 至 65 岁之间；⑤入组前 2 个星期内及入组

后，患者均未进行节食及其他能够影响 TC（总胆固

醇）、TG（甘油三酯）、LDL-C（低密度脂蛋白）、Lep

（瘦素）水平变化的项目。排除标准：①妊娠期、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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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期女性及计划生育者；②有严重躯体性疾病患者，

如癫痫、糖尿病、肝肾损害、血液系统等疾病；③存

在代谢系统异常、心血管类疾病的患者。

1.3　方法 

研究组患者采用齐拉西酮胶囊（规格：20mg）

进行治疗，起始剂量为每天 40mg，而后逐渐加量，

根据病情的具体情况在两个星期内增加至给药剂量

为每天 80～160mg；对照组患者采用利培酮（规格：

1mg）进行治疗，起始剂量为每天 1mg，而后逐渐加

量，根据病情需要在两个星期内增加至给药剂量为

每天 3～6mg。两组患者疗程均为 8 周，治疗过程中

应禁止使用其他种类的抗抑郁药、抗精神病药、抗

惊厥药及心脏稳定剂。根据实际情况，对于两组患

者中的失眠者可以使用苯二氮卓类的药物，对于产

生锥体外系副作用的患者可以使用盐酸苯海索，对

于出现心动过速或静坐不能的患者应加服普萘洛尔，

若患者产生胃肠道反应症状应加服维生素 B6 进行治

疗。若 PANSS 总分≤ 60 分，或减分率≥ 50％的患

者，应以维持剂量进入巩固期进行治疗。

所有患者在治疗前后均应进行 PANSS 评分（包

括阴性症状、阳性症状、精神病理评分），在住入

院前的第２天和治疗后的第 8 周的清晨，空腹抽取

肘正中的静脉血 2mL，在采血后 2h 内进行离心处理

（3000r/min，5min），分离血清 1mL 后检测上述两组

患者的三酰甘油（TG）、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LDL-C）、血清瘦素（Lep）的含量，并比

较治疗后两组患者的疗效。

1.4　疗效判定 

采用阴性症状与阳性症状量表 PANSS 对治疗前

及治疗第 8 周后的患者进行评价。痊愈：PANSS 减分

率≥ 75％；显效：50％≤ PANSS 减分率＜ 75％；有

效：25％≤ PANSS 减分率＜ 50％；无效：PANSS 减

分率＜ 25％。减分率计算［1］：

               
治疗前分数-治疗后分数

治疗前分数-30
×100%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

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比

较采用秩和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

患者一般临床资料见表 1。从表中观察可得，在

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当中，①男性和女性患病比例相

当；②年龄在 18～30 岁之间的患者占 12％，30～50
岁间的患者占 75％，50 岁以上的患者占 13％；③病

程低于 3 个月的患者占 8％，3 个月～1 年间的患者

占 16％，1 年～2 年的患者占 29％，2 年以上的患者

占 47％；④居住地在城市的患者占 68％，在农村的

患者占 5％，在城镇的患者占 27％；⑤学历低于小

学的患者占 49％，初中学历的患者占 26％，高中学

历的患者占 15％，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患者占 10％；

⑥已婚的患者占 13％，未婚的患者占 36％，离异的

患者占 51％；⑦有精神疾病家族史的患者占 82％，

没有精神疾病家族史的患者占 18％；⑧人均年收入

情况低于 1995 的患者占 79％，高于 1995 的患者占

21％；⑨性格内向的患者占 75％，性格外向的患者

占 25％；⑩颅脑有疾病史的患者占 68％，没有损伤

的患者占 32％；情感宣泄的方式为找人倾诉的患者

占 20％，闷在心里的患者占 80％。
表1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n，％）

项目 例数 比例 项目 例数 比例

性别 婚否

　男性 51 51％ 　已婚 13 13％

　女性 49 49％ 　未婚 36 36％

年龄 精神疾病家族史

　18～30岁 12 12％ 　离异 51 51％

　30～50岁 75 75％ 　有 82 82％

　50岁以上 13 13％ 　无 18 18％

病程 年收入情况

　少于3个月 8 8％ 　人均低于10000 79 79％

　3个月～1年 16 16％ 　人均高于10000 21 21％

　1年～2年 29 29％ 性格

　2年以上 47 47％ 　内向 75 75％

居住地 　外向 25 25％

　城市 68 68％ 颅脑疾病史

　城镇 27 27％ 　有 68 68％

　农村 5 5％ 　无 32 32％

学历 情感宣泄方式

　低于小学 49 49％ 　找人倾诉 20 20％

　初中 26 26％ 　闷在心里 80 80％

　高中 15 15％

　大专及以上 10 10％

2.2　治疗前后 PANSS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PANSS 评分见表 2。与治

疗前比较，治疗后两组患者的阳性症状、阴性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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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理等均显著降低，且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

<0.05），但治疗后研究组患者 PANSS 的总分要明显

低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PANSS 评分对比（x±s）

组别 评分项目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研究组 阳性症状 24.5±3.9 10.4±1.8 -13.568 0.005

阴性症状 24.9±2.1 10.1±2.5 -10.254 0.009

精神病理 42.8±9.5 21.2±0.7 -53.446 0.000

总分 92.2±12.6 41.7±1.0 -87.469 0.000

对照组 阳性症状 23.9±2.7 13.5±1.3 -13.856 0.005

阴性症状 24.3±3.2 14.9±2.4 -6.784 0.021

精神病理 41.2±7.9 25.2±4.1 -6.759 0.021

总分 89.4±15.1 53.6±2.5 -24.803 0.002

T -20.611

P 0.002

2.3　治疗前后代谢指标的变化

研究组患者中，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各代谢

指标无明显变化，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对照组患者中，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各代谢指标

有明显变化，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代谢指标的变化（x±s）

组别 代谢指标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研
究
组

TC（mmmol/L） 4.32±0.34 4.53±0.42 0.866 0.478

TG（mmmol/L） 1.24±0.21 1.31±0.11 1.102 0.385

LDL-C（mmmol/L） 2.27±0.42 2.32±0.51 0.157 0.890

Lep（μg/L） 4.35±0.31 4.67±0.35 1.584 0.254

对
照
组

TC（mmmol/L） 4.24±0.25 5.94±0.05 58.89 0.000

TG（mmmol/L） 1.21±0.32 3.01±0.09 34.641 0.001

LDL-C（mmmol/L） 2.11±0.23 4.22±0.31 11.789 0.007

Lep（μg/L） 4.15±0.54 6.53±0.21 19.63 0.003

2.4　两组患者疗效对比

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患者的总体有效率较高，

经秩和检验分析，Z =-2.665，P=0.008<0.05，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4。
表4　疗效对比（％）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50 30（60％） 7（14％） 8（16％） 5（10％） 90％

对照组 50 18（36％） 8（16％） 8（16％）16（32％） 68％

2.5　治疗期内两组患者的 TESS 发生率比较

在治疗期内，研究组患者不良反应中的视物模

糊、嗜睡、失眠、静坐不能、肝功能异常、直立性

低血压、心电异常现象和体质量升高及头晕发生的

病例数目明显低于对照组，经卡方检验分析可得，

两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5。
表5　治疗期内两组患者的TESS发生率比较［n，％］

组别
视物
迷糊

嗜睡 失眠
静坐
不能

肝功
异常

直立性
低血压

心电
异常

体质量
升高

头晕

研究组 7 6 3 3 4 4 7 6 11

对照组 25 18 37 26 13 16 17 20 28

χ2 12.31 6.92 37.16 21.74 5.26 8.10 4.81 8.81 9.46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的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阳性症状及

阴性症状。目前临床上对该类疾病的发病机制尚不

能完全明确，但是神经生化的相关研究显示，患有

精神分裂的患者大都存在着多种神经递质上的功能

异常，主要涉及 5- 羟色胺、多巴胺、谷氨酸等等。

有关研究人员发现［2］，阳性症状的产生主要与中脑

多巴胺的功能亢进有关，而阴性症状主要与 5- 羟

色胺的功能低下有关。传统的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

主要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多巴胺受体阻滞剂，这些药

物往往只能去控制阳性症状，而对阴性症状并无效

果［3］。但新一代的抗精神病药物却能在等剂量的条

件下对阴性和阳性症状同时实施有效控制。

在患者临床资料中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大多

数具有以下特征：年龄在 30～50 岁间，患病病程高

于 2 年，居住地为城市，学历低于小学，离异，有精

神疾病家族史，人均年收入情况低于 1996，性格内

向，颅脑有疾病史，情感宣泄的方式为闷在心里等。

目前为止，齐拉西酮是唯一的对 5-HT、去甲

肾上腺素有再摄取抑制的作用，即它是具有功能增

强作用的一种新型的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该药在

2001 年由美国 FDA 批准上市，主要用于治疗精神分

裂症。而后又获得治疗双向的情感障碍、躁狂发作

及精神分裂患者急性期的激越症状的批准［4］。齐拉

西酮本身是一类苯并异噻唑哌嗪类的衍生物，它对

多巴胺 D2、D3、5-HT2A、5-HT2C、去甲肾上腺素受

体等具有较高亲和力，其治疗机制可能是通过与多

巴胺 D2、5-HT2A、5-HT2C 受体的结合而发挥拮抗的

作用实现［5］。有研究显示［6］，齐拉西酮对阴性症状和

阳性症状的精神分裂症有较好的治疗效果，患者不

良反应少，依从性高，临床效果显著。 

实验发现，研究组病患的总有效率为 90％，显

著高于对照组的 68％（P<0.05），表明在某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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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利培酮虽有一定的治疗效果，但却不及齐拉西

酮。另外，根据研究结果可得，治疗后，对照组和

研究组的 PANSS 各项评分均显著下降（P<0.05），且

研究组的评分下降更为显著（P<0.05），尽管不能完

全排除其它影响治疗效果的因素，我们的研究仍提

示：齐拉西酮的疗效要好于利培酮，这可能是因为齐

拉西酮和 5-HT2A 的强亲和性、多巴胺 D2 受体的弱

亲和性有关［7］。

LDL-C 增高被一致认为与心血管疾病的增高密

切相关，并且该指标是独立于其他的脂质指标的较

为危险的因素；TC、TG 也是心血管疾病事件公认的

预测因子，并且早期的 TG 水平的升高还可以有效

预测患者长期的 TG 水平；Lep 是由脂肪细胞或脂肪

组织合成、分泌的一种氨基酸激素，经过脂肪组织

的分泌而进入到血液循环和下丘脑的瘦素的受体结

合，通过调节能量消耗和食欲来控制患者体质量。

实验中发现，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的

LDL-C、TG、TC、Lep 水平无明显变化，而对照组

患者上述指标则有明显变化，说明齐拉西酮对上述

指标的影响较小，这与崔开艳等［8］的研究结果一致。

由于非典型抗精神分裂药物可能影响５-HT、DA、

组胺等受体，进而使脂类物质的分解加强，从而导

致 TC、LDL-C 等指标水平升高。

而在不良反应中我们也发现，齐拉西酮在治疗

后，患者的不良反应低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说明齐拉西酮的安全性较好。

综上所述，齐拉西酮不但对精神分裂症有较好

的治疗效果，临床医生应根据实际情况综合判断，

进而制定正确有效的治疗方案，以提高患者预后和

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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