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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拉西酮与奥氮平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的疗效对比观察及糖脂代谢安全性研究

龙珊珊 、 雷秀萍 、 余　寒 、 何　敏

【摘要】目的　观察齐拉西酮与奥氮平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的临床治疗效果及糖脂代谢安全性

情况。方法　取精神分裂症患者 9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n=45）和观察组（n=45）。对照组采用奥

氮平治疗，观察组采用齐拉西酮治疗，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 2 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及血糖

水平，比较 2 组临床疗效及对糖脂代谢的影响。结果　2 组治疗前 PANS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 0.05）；观察组治疗后 3 周、8 周 PANSS 评分，低于对照组（P< 0.05）；2 组治疗前血脂水平中

TG、TC、HDL 及 LDL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治疗后 8 周 TC、TG、HDL 及

LDL 水平，低于对照组（P< 0.05）；2 组治疗前 FBS、INS 及 IRI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观察组治疗后 FBS、INS 及 IRI 水平，低于对照组（P< 0.05）；2 组治疗后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采用齐拉西酮治疗效果理想，对患者脂糖代谢

的影响相对较小，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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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f ziprasidone and olanzapine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the safety of glucose 
and lipid metabolism　LONG Shanshan，LEI Xiuping，YU Han，et al. Psychiatric department of Zigong mental 
health center，Zigong 64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ziprasidone and olanzapine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clinical treat-

ment and the safety of glycolipid metabolism. Methods Ninety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n=45）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n=45）.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olanzapine，the ob-

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ziprasidone，and the blood lipid and blood glucose were measured by automatic bio-

chemical analyzer. The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on glucose and lipid metabolism were compared. Results PANSS scores 

of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PANSS score in observation group 3 weeks，

8 weeks after treatment，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2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TG，TC，HDL and LDL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levels of TC，TG，HDL and LDL in the obser-

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8 weeks after treatment（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drug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levels of FBS，INS and IRI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The efficacy of ziprasidone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s ideal. The effect of ziprasidone on the metabolism of glucose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s relatively small and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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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属于精神科常见疾病，该疾病发

病机制尚不完全知晓，且在青壮年人群中发病率较

高，具有发病隐匿、病程迁延、治愈率和复发率高

等特点，严重影响患者健康［1］。目前，临床上对于

精神分裂症以抗精神类药物为主，如：奥氮平等。药

物虽然能改善患者症状，但是安全性较差，治疗过

程中容易引起高血脂、体重增加、血糖异常等，导

致患者治疗依从性较差，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

率，难以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2，3］。近年来，齐拉西

酮在部分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得到应用，且效果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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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药物安全性尚缺乏报道。为了探讨齐拉西酮与

奥氮平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的临床治疗效果及糖脂

代谢安全性情况。取 2015 年 2 月 ~2016 年 7 月医院

收治精神分裂症患者 90 例，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取精神分裂症患者 9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

观察组。对照组 45 例，男 24 例，女 21 例，年龄

（34~72）岁，平均（54.1±3.4）岁，病程（1.3~5.6）

年，平均（2.7±0.6）年，PANSS 评分（75~94）分，

平均（83.6±4.8）分。观察组 45 例，男 26 例，女

19 例，年龄（35～73）岁，平均（54.7±3.6）岁，病

程（1.2~5.7）年，平均（2.9±0.9）年，PANSS 评分

（76~95）分，平均（84.1±4.9）分。纳入标准：①符

合中国精神分裂症临床诊断标准［4］；②均为初诊患

者，且无药物不良反应或过敏等；③ PANSS 评分≥

70 分。排除标准：①排除合并有影响效应指标观测、

判断其他生理或病理者；②排除合并严重心、肝、肾

功能异常者；③排除合并传染性疾病者。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奥氮平治疗方法：根据患者检查结

果及临床表现药物初始计量为每天 5mg 口服奥氮平

（国药准字 H20010799），连续服用 3 周，然后根据

患者恢复情况调整药物剂量为（10~30）mg/d，连续

服用 8 周（1 个疗程）［5］。

观察组采用齐拉西酮治疗方法：根据患者检查

结果及临床表现药物初始计量为每天口服 80mg 齐拉

西酮（国药准字 H20070078），连续服用 3 周，然后

根据患者恢复情况调整药物剂量为（120~160）mg/d，

连续服用 8 周（1 个疗程）。2 组患者治疗过程中均不

服用其他治疗药物。对于失眠严重者可以酌情给予

苯二氮卓类药物辅助治疗［6］。

1.3　观察指标

（1）PANSS 评分。观察 2 组治疗前、治疗后 3
周、8 周 PANSS 评分情况。（2）血脂水平比较。观

察 2 组治疗前、治疗后 8 周血脂水平变化情况，包

括：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

（LDL）和高密度脂蛋白（HDL）。（3）血糖水平。观

察 2 组治疗前、治疗后 8 周空腹血糖（FBS）、空腹胰

岛素（INS）及胰岛素抵抗指数（IRI）。采用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测定 2 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及血糖水

平，相关操作步骤严格遵循仪器、试剂盒操作说明

进行［7，8］。（4）安全性。观察 2 组治疗 8 周后药物不

良反应发生率。

1.4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8.0 软件处理，计数资料行 χ2 检验，

采用 n（％）表示，计量资料行 t 检验，采用（x±s）
表示，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2 组治疗前、治疗后 3 周、8 周 PANSS 评

分情况比较

2 组治疗前 PANS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治疗后 3 周、8 周 PANSS 评分，

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2组治疗前、治疗后3周、8周PANSS评分情况比较（x±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3周 8周

观察组 45 84.1±4.9 67.5±3.6 42.9±3.1

对照组 45 83.6±4.8 75.3±4.1 55.8±3.8

t / 0.193 20.416 19.284

P / >0.05 <0.05 <0.05

2.2　2 组治疗前、治疗后 8 周血脂水平变化情

况比较

2 组治疗前血脂水平中 TG、TC、HDL 及 LDL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治

疗后 8 周 TC、TG、HDL 及 LDL 水平，低于对照组

（P<0.05），见表 2。

2.3　2 组治疗前、后 FBS、INS 及 IRI 比较

2 组治疗前 FBS、INS 及 IRI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治疗后 FBS、INS 及 IRI

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2.4　2 组治疗后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2 组治疗后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临床上常见的疾病，该疾病在青

壮年人群中发病率较高，患者发病后临床上表现为

思维、个性及行为分裂，导致患者精神活动与所处

的环境难以达到协调。目前，临床上对于精神分裂

症发病机制尚不完全知晓，多于患者生活压力、环

境等有关，发病后如果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方法治疗，

将会诱发其他疾病，严重影响患者健康［9］。目前，

临床上对于精神分裂症以奥氮平治疗为主，该药物

属于是噻恩类并二氮杂类衍生物，患者用药后药物

能亲和多巴胺等受体，并且能对胆碱能、多巴胺等

进行有效的对抗，从而能减少条件性回避反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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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改善患者症状，但是患者采用奥氮平时长期疗

效欠佳，容易对机体糖脂代谢产生明显的影响，不

利于患者恢复［10］。

近年来，齐拉西酮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得到应

用，且效果理想。本研究中，2 组治疗前 PANSS 评

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治疗后

3 周、8 周 PANSS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齐

拉西酮也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常用的治疗药物，药

物属于吲哚类衍生物，患者用药后药物能对 5-HT2A

受体等产生明显的阻断作用，从而能有效的抑制多

巴胺脱释放能量，并且齐拉西酮还能对突出后膜上

的 D1 受体产生明显的激动作用，从而达到治疗精

神分裂症作用。同时，精神分裂症患者长期服用齐

拉西酮时并不会引起机体脂糖代谢异常，对患者血

脂、血糖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小，能提高患者治疗依

从性，提高患者治疗效果［11］。本研究中，观察组治

疗后 8 周 TC、TG、HDL 及 LDL 水平，低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治疗后 FBS、INS 及 IRI 水平，低

于对照组（P<0.05）。此外，精神分裂症患者采用齐

拉西酮治疗时并不会引起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药

物安全性较高，能持续改善患者症状，减轻患者疼

痛，促进患者早期恢复。本研究中，2 组治疗后药物

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但是，齐拉西酮药物价格相对昂贵，治疗时应根据

每一位患者经济水平选择合适的药物治疗，使得患

者的治疗更具针对性［12］。

综上所述，精神分裂症患者采用齐拉西酮治疗

效果理想，对患者脂糖代谢的影响相对较小，值得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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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组治疗前、治疗后8周血脂水平变化情况比较（x±s）

组别
TC（mmol/L） TG（mmol/L） HDL（mmol/L） LDL（mmol/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1.20±0.26 1.35±0.31 4.01±0.79 4.09±0.64 1.33±0.20 1.41±0.24 2.16±0.31 2.02±0.15

对照组 1.21±0.24 1.63±0.41 4.05±0.71 4.48±0.74 1.33±0.18 1.55±0.30 2.16±0.27 2.65±0.32

t 1.092 20.516 2.194 18.294 0.893 22.126 0.496 17.491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表3　2组治疗前、后FBS、INS及IRI比较（x±s）

组别
FBS（mmol/L） INS（×103uU/L） IRI（mmol/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4.57±0.50 4.41±0.43 9.16±1.02 9.62±1.31 1.76±0.31 1.83±0.26

对照组 4.57±0.62 5.07±0.66 9.14±1.15 14.32±2.41 1.77±0.32 2.94±0.59

t 0.442 17.492 1.217 19.593 2.105 21.591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表4　2组治疗后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口渴 嗜睡 坐立不安 心动过速 发生率

观察组 45 1（2.22） 2（4.44） 0（0.00） 0（0.00） 3（6.67）

对照组 45 2（4.44） 1（2.22） 1（2.22） 1（2.22） 5（11.11）

χ2 / 1.204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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