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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酸帕利哌酮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疗效、血糖、血脂的影响

戢汉斌 1 、 赵　孟 1 、 李四冬 1 、 巫　珺 2 、 肖卫东 3

【摘要】 目的　评价棕榈酸帕利哌酮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疗效、血糖、血脂的影响。方法　对 92

例患者分为研究组（棕榈酸帕利哌酮）和对照组（奥氮平），研究组给予三天帕利哌酮片 3mg/ 日口服，

无药物过敏反应即予以棕榈酸帕利哌酮 150mg 肌肉注射；间隔 8 天注射 100mg，之后每月一次，剂量

75mg 或 100 ㎎或 150mg，无口服药补充；对照组予以奥氮平口服，起始日剂量 5mg，最大剂量 30mg；

分别在治疗前与治疗第 4、8、12、24 周末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评定量（PANSS）、临床总体印象量

表（CGI）评定精神症状与疗效的变化；同一时点监测血糖、血脂的变化。结果　研究组与对照组各

时点 PANSS、CGI 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F1=4.226 P1=0.014 F2=4.823 P2=0.018），组间

比较差异无显著性（F= 2.126 P= 0.172）；两组血糖、血脂治疗后组间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F= 4.772  

P= 0.017）。结论　棕榈酸帕利哌酮治疗精神分裂症疗效与奥氮平相当；对血糖、血脂影响较奥氮

平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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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aliperidone palmitate on efficacy、blood sugar and blood lipids in Schizophrenics 
　　JI Hanbin，ZHAO Meng，LI Sidong，et al.Wu Dong Hospital of Wuhan，Hubei Province ，Wuhan  430084，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paliperidone palmitate on efficacy，blood sugar and blood lipids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Methods　92 patients into study group（paliperidone）and control group （olanzapine），

the patients in study group were given orally 3mg paliperidone tablets for three days before injection，in the case of no al-

lergic reaction happen，were injected with the first dose of 150mg of paliperidone palmitate injections，then given a dos-

age of 100mg after eight days，then injected monthly with dose of 75mg ，100mg or 150 mg，no oral medications added. 

The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orally given initial dose of 5mg olanzapine ，less than the maximum dose of 30mg daily. 

The change of psychiatric symptoms and therapeutic effect were assessed with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and Clinical Global Impression Scale （CGI），the change of blood sugar and blood lipids were monitored at the 

same time point.Results　As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the scores of PANSS and CGI-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each time point （F1=4.226 P1=0.014 F2=4.823 P2=0.018）in each group，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F=2.126 P=0.172）. The blood sugar and blood lipid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F=4.772  P=0.017）. Conclusion　Paliperidone palmitate  produce considerable efficacy in 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lighter impact on blood sugar，blood lipids compared with olanzap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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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患者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易导

致各种不良代谢综合征［1］，引起精神医学界的高度

重视。棕榈酸帕利哌酮为每月一次肌肉注射的长效

针剂，对精神分裂症具有急性期起效快，维持持续

疗效［2］，预防复发，恢复社会功能等特点。本研究

对 92例患者分别予以棕榈酸帕利哌酮注射、奥氮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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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口服，进行临床研究，监测血糖、血脂，结果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3 年 6 月～2015 年 4 月武汉市武东医院、上

海交大附属精卫中心、武汉大学精卫中心门诊及住

院患者，符合 ICD-10 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年龄

18～55 岁；入院时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总

分≥ 65 分，处于精神疾病需要治疗时期；治疗方案

获得本人或监护人的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1）器质性、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

碍；（2）兴奋、激越、伤人、自伤者；（3）物质滥用

及依赖者；（4）内分泌疾病及过度肥胖者；（5）孕妇

及哺乳者；（6）严重心脏疾病、既往使用氯氮平者。

1.2　方法

按就诊顺序交叉分为研究组（棕榈酸帕利哌酮）和

对照组（奥氮平），完成治疗至少 24 周，进行多中心治

疗前后对照研究，评价疗效，监测血糖、血脂变化。

1.2.1　给药方法　研究组予以帕利哌酮片 3mg

口服三天，无药物过敏即予棕榈酸帕利哌酮 150mg

三角肌注射［3］，第八天注射 100mg；以后每 4～5 周

一次，选择 75mg～150mg；对照组口服奥氮平片，起

始日剂量 5 mg，最大剂量 30 mg。单一用药，酌情使

用苯二氮艹
卓或（和）抗胆碱药物，住院饮食由医院营

养食堂安排，门诊饮食建议患者及家属按制定的食

谱执行。

1.2.2　观察指标　PANSS、CGI-S 评分；PANSS

减分率≥ 50％为有效；实验室完成血、尿常规、肝、

肾功能、电解质、心电图等检查；血糖、血脂在治疗

前和治疗后每 4 周末清晨、空腹抽血送检；定量测空

腹血糖（FBS ≤ 6.1mmol/L）、胆固醇（TG ≤ 5.7mmol/

L）、甘油三酯（TC ≤ 1.69mmol/L）。

1.3　统计数据 

采用 SPSS17.0 软件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卡方

检验，计量资料用重复测量设计的方差分析。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研究组 46 例，完成 30 例；男 18 例，女 12 例，

平均年龄（32.2±5.2）岁；平均病程（1.6±0.8）年；

对照组 46 例，完成 31 例；男 19 例，女 12 例，平均

年龄（30.1±6.1）岁；平均病程（1.4±0.7）年；脱落

者不纳入统计分析。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2.2　疗效分析

PANSS 、CGI-S  以治疗前评分为基线，两组治

疗 4、8、12、24 周末各时点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

两组治疗前、后差异有显著性（P<0.05 或 P<0.01）；

组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见表 1
2.3　两组治疗前后血糖、血脂比较

治疗前 FBS、TC、TG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24 周末 FBS、TC、TG 均升高，治疗前、

后及各时点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或 P<0.01）；对照组 FBS、TG 升高更明显，组间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1　两组不同时点PANSS 、CGI-S评分比较（x±s）
项目 组别 治疗前 4周末 8周末 12周末        24周末

PANSS
研究组（n=30） 80.28±12.12 62.52±11.64* 51.72±10.63** 40.42±9.72* *  34.26±5.26**

对照组（n=31） 81.73±11.62 63.41±11.72* 51.63±10.81** 42.21±7.84**   36.52±6.02**

CGI-S
研究组（n=30） 5.28±1.62 3.82±0.81* 3.12±0.48* 2.82±0.48*  2.52±0.22

对照组（n=31） 5.36±1.53 3.81±0.76** 3.15±0.52** 2.77±0.49**  2.42±0.32

注：经配对t 检验，*P<0.05 ** P<0.01 以下同

表2　FBS（mmol/L）、TC（mmol/L）、TG（mmol/L）比较（x±s）

项目 组别 治疗前 4周 8周 治疗12周    24周

FBS
研究组（n=30） 4.72±0.67 4.94±0.82 5.02±1.03* 5.14±0.74*   5.14±0.74*

对照组（n=31） 4.98±0.56 5.26±0.81 5.56±1.22* 5.98±0.84**   6.02±0.42**

TC
研究组（n=30） 3.91±0.48 4.21±0.72* 4.16±0.81* 4.18±0.72*   4.22±0.61*

对照组（n=31） 3.89±0.65 4.32±0.78 4.48±0.80* 4.72±0.95*     4.97±0.85**

TG
研究组（n=30） 0.91±0.38 0.94±0.62 1.32±0.47* 1.28±0.53* *    1.30±0.66*

对照组（n=31） 0.89±0.41 0.96±0.44 1.18±0.47* 1.29±0.48* *    1.28±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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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临床实验室、心电图

治疗前后血、尿常规、肝、肾功能、电解质均

无特殊异常，无严重心电图异常；研究组 6、对照组

8 例谷丙、谷草转氨酶升高，但未超出正常值上限

一倍。

3　讨论

棕榈酸帕利哌酮针剂采用独特的纳米晶体湿磨

技术，颗粒表面积增加，水溶性提高，增加药物的

吸收率和利用度［4］，在体内血药浓度波动小，安全

性高；独特的起始给药模式确保药物起效迅速［5］，对

精神分裂症具有急性期起效快，维持持续疗效［2］，

预防复发，恢复社会功能［5］等特点。

本研究主要观察棕榈酸帕利哌酮对精神分裂症

患者疗效、血糖、血脂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棕榈

酸帕利哌酮注射 4 周末患者 PANSS、CGI 评分即有

显著改善，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PANSS、CGI 评分

得到持续改善和提高，至治疗终点时棕榈酸帕利哌

酮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症状评分、疗效与奥氮平

相当［6-7］，对血糖、胆固醇影响小，显著优于奥氮平，

对提高生活质量及治疗安全性［5］，与既往研究结果

一致［8-9］。

总之，棕榈酸帕利哌酮作为一月一次的新型长

效针剂，本研究显示其具有良好的疗效，对血糖、

血脂影响优于奥氮平，从全疗程考虑，可能降低治

疗意外风险，提高安全性，为精神分裂症患者长期

治疗提供了另一新的选择。本研究样本较小、时间

较短，血糖、血脂同样受遗传、自然生理性疾病及

一贯生活方式影响，确切的结论尚需进一步、大样

本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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