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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培酮与阿立哌唑对阿尔茨海默病伴精神障碍患者糖脂代谢的影响

马世发 、 张　雄 、 郭秀华 、 袁焕英 、 马　斌 、 李亚军

【摘要】目的　探讨利培酮与阿立哌唑对阿尔茨海默病伴精神障碍患者糖脂代谢的影响。方法

　将 128 例阿尔茨海默病伴精神障碍患者随机分为利培酮组 63 例和阿立哌唑组 65 例。利培酮组口

服利培酮 2~4mg，每日一次；阿立哌唑组口服阿立哌唑 10~20mg，每日一次；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 3

月后，使用简易智能精神状态表评分和阿尔茨海默病评价表 - 认知分量表评分评价，观察不良反应

发生率；并比较空腹血糖、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变化。结果　治疗后，两组 MMSE 评分显著升高

（P< 0.05），ADAS-cog 评分显著降低（P< 0.05），两组评分相比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利

培酮组患者血糖指标显著升高（P< 0.05），阿立哌唑组改变无统计学意义（P> 0.05），利培酮组患者

治疗后血糖指标较阿立哌唑组显著升高（P< 0.05）；治疗后，利培酮组与阿立哌唑组患者血脂指标显

著升高（P< 0.05），利培酮组患者治疗后血脂指指标较阿立哌唑组显著升高（P< 0.05）。结论　利培

酮和阿立哌唑均能用于阿尔茨海默病伴精神障碍患者的治疗，且能引起糖脂代谢异常，其中阿立哌

唑对糖脂代谢的影响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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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risperidone and aripiprazole on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glucose/lipid metabolism in the treat-
ment of Alzheimer disease with mental disorders　MA Shifa，ZHANG Xiong，GUO Xiuhua，et al. Psychiatric 
department of Hulunbeier mental health center，Yakeshi 02215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effect of risperidone and aripiprazole on clinical efficacy and glucose/lipid 

metabolism in Alzheimer disease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Methods 128 patients of Alzheimer disease with mental 

disorders were enrolled，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risperidone（63 cases）and aripiprazole group（65 cases）. Risper-

idone and aripiprazole group were received 2~4mg risperidone and 10~20mg aripiprazoleoral qn，respectively. MMSE，

ADAS-cog score and glucose/lipid metabolism were determined in pre-therapy and 3-month post-treatment. Results 
After treatment，MMSE score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increased，and ADAS-cog scores were decreased（P<0.05），

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After treatment，the blood glucose in the ris-

peridone group was increased and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aripiprazole group（P<0.05）. However，the blood glucose 

showed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pre- and post-therapy（P>0.05）in the aripiprazole group. After treatment，

the total cholesterol and triglyceride in the two groups were increased（P<0.05），with the risperidone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aripiprazole group（P>0.05）. Conclusion Both risperidone and aripiprazole can be used to treat Alzheimer 

disease with mental disorders. They both cause abnormal glucose and lipid metabolism，and the effect of aripiprazole is 

relatively m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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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 disease，AD）是一类

进行性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表现为记忆力减退、

认知及精神障碍和生活能力丧失［1］。AD 的病因和

发病机制迄今尚未明确，50~75％的痴呆由 AD 所导

致［2］。衰老被认为是 AD 的诱因之一，65 岁之后患

AD 概率升高一倍，而年龄超过 85 岁 AD 的患病率高

达 50％［3］。糖脂代谢异常被认为在 AD 的发生发展

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4］。当 AD 合并精神障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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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需要使用抗精神病药物，利培酮和阿立哌唑对

AD 伴精神障碍患者均有确切的临床疗效［5，6］。本研

究旨在比较利培酮与阿立哌唑对 AD 伴精神障碍患

者糖脂代谢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4 年 1 月 ~2015 年 12 月呼伦贝尔市精

神卫生中心收治的 AD 伴精神障碍患者 128 例，均符

AD 伴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7］，随机分为利培酮组 63
例和阿立哌唑组 65 例。排除标准：脑血管疾、颅内

感染、代谢性疾病史，曾使用抗精神、抗抑郁、镇

静药物，严重器官功能障碍，对利培酮或阿立哌唑

药物过敏。本方案按随机、单盲、对照临床研究方

法设计，经本中心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参与

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药品与仪器

利培酮，每片 1mg；阿立哌唑，每片 10mg；

Hitachi 76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1.3　治疗方案

利培酮组以口服初始计量 1mg/d，2 周末用至

2~4mg/d；阿立哌唑组以口服初始计量 5mg/d，2 周末

用至 10~20mg/d；治疗 3 个月。观察期间不合并使用

其他抗精神病药物，在出现锥体外系反应时可合并

使用苯海索 2mg/d。

1.4　观察指标

治疗前和治疗 3 月后，使用简易智能精神状态

表（MMSE）和阿尔茨海默病评价表 - 认知分量表

（ADAS-cog）评分进行评价［8］，通过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检测治疗前后的空腹血糖、总胆固醇和甘油三

酯的水平。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

料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两两比较选用 t 检验，率

比较选用卡方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和锥体外系反应出现情况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利培酮与阿立哌唑对阿尔茨海默病伴精神障

碍患者评分的影响

两组患者治疗前 MMSE 和 ADAS-cog 评分相比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3 月后，两

组 MMSE 评分显著升高，ADAS-cog 评分显著降低

（P<0.05）；两组治疗后 MMSE 和 ADAS-cog 评分相

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利培酮组 阿立哌唑组 t/卡方值 p值

病例数 63 65

年龄 71.2±9.5 69.9±12.1 1.236 0.219

体重 53.7±13.5 57.4±15.2 1.455 0.148

身体质量指数 21.5±2.1 22.1±2.9 1.337 0.184

心率 74.5±18.2 70.9±14.6 1.236 0.219

锥体外系反应 10（15.9％） 12（18.5％） 0.151 0.698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MMSE和ADAS-cog评分的比较

评分
利培酮组 阿立哌唑组

治疗前 治疗3月后 治疗前 治疗3月后

MMSE 14.8±5.1 18.7±8.2* 15.6±4.8 20.1±9.5*

ADAS-cog 40.5±11.2 25.4±9.3* 38.7±10.1 27.8±11.5*

注：*与同组治疗前相比，P<0.05。

2.3　利培酮与阿立哌唑对阿尔茨海默病伴精神

障碍患者糖脂代谢的影响

两组患者治疗前空腹血糖、总胆固醇和甘油三

酯的水平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3 月后，利培酮组患者血糖指标显著升高（P<0.05），

阿立哌唑组患者血糖指标较治疗前无统计学意义

（P>0.05），利培酮组患者治疗后血糖指标较阿立哌

唑组显著升高（P<0.05）；治疗 3 月后，两组患者血

脂指标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利

培酮组患者治疗后血脂指标较阿立哌唑组显著升高

（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糖脂代谢的比较

指标
利培酮组 阿立哌唑组

治疗前 治疗3月后 治疗前 治疗3月后

血糖（mmol/L） 4.6±1.2 5.6±1.4* 4.8±1.1 5.1±0.9#

总胆固醇（mmol/L） 3.8±0.8 4.9±1.2* 3.7±0.9 4.4±1.1*#

甘油三酯（mmol/L） 1.1±0.4 1.5±0.5* 1.2±0.3 1.3±0.2*#

注：*与同组治疗前相比，P<0.05；#与利培酮组治疗后相

比，P<0.05。

4　讨论

阿尔兹海默病作为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

常伴有精神障碍。利培酮和阿立哌唑是临床上广泛

使用的治疗精神障碍药物［9］，临床疗效肯定。认知

功能障碍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正常社交

及工作。其发生机制尚不明确，研究表明与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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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巴胺、5- 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和乙酰胆碱等多

种神经递质功能紊乱相关。利培酮与 5-HT2 受体和

多巴胺 D2 受体有很高的亲和力，其抗胆碱能副作用

较少，不会损害认知功能，而其对 D2 受体的作用可

改善认知功能；阿立哌唑能部分激动 5-HT1A 受体和

D2 受体，拮抗 5-HT2A 受体，能改善精神分裂阳线

症状、改善阴性症状和认知功能。我们证实两种药

物治疗后 AD 伴精神障碍患者 ADMMSE 和 ADAS-cog

评分较治疗前改善，这可能与患者精神行为症状得

到了控制，合作性更好有关，但两组相比无明显差

异（P>0.05）。

关于 AD 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发现一些与糖脂

代谢的相关基因与 AD 的发病密切相关［10］。同时

研究表明糖代谢异常的糖尿病患者患 AD 的风险更

高［11］，但糖脂代谢在 AD 的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尚不

完全清楚。我们发现利培酮和阿立哌唑治疗能影响

AD 伴精神障碍患者糖脂代谢，这与其在精神分裂症

中的报道一致［12］。利培酮治疗后使得血糖升高，但

阿立哌唑对血糖无明显影响；利培酮和阿立哌唑治疗

后均使得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升高，但阿立哌唑对

脂代谢指标影响更小；此现象可能与两种药物的作用

机制不同有关。利培酮对 5-HT2 受体的阻断能导致

患者食欲增加及镇静，引起肥胖，胰岛素抵抗而造

成血糖升高，同时，其作用于多巴胺 D2 受体后引起

催乳素的升高，导致血糖升高，此外 5-HT 受体能降

低胰岛素 B 细胞对血糖的反应能力，减少胰岛素分

泌而发生高血糖；胰岛素抵抗和糖利用度降低能影响

胰岛素对脂类代谢的调节，导致脂类分解加强和代

谢异常，表现为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增加。而阿

立哌唑与受体的亲和力相对较低，能部分激动或拮

抗 5-HT 受体和多巴胺 D 受体，是一种 5-HT 递质和

DA 递质的平衡稳定剂，对于糖脂代谢的影响小。但

阿立哌唑引起一定程度的体重增加，这可能与其造

成的血脂浓度升高有关。

综上所述，利培酮和阿立哌唑均能用于阿尔茨

海默病伴精神障碍患者的治疗，且造成糖脂代谢异

常，其中阿立哌唑对糖脂代谢的影响相对较小，是

治疗阿尔茨海默病伴精神障碍相对安全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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