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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立哌唑联合多奈哌齐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糖脂代谢和血清炎症
因子的影响

丁红运 1 、 张志勇 2 、 冯玉霞 3 、 薛　容 4

【摘要】目的　探讨阿立哌唑联合多奈哌齐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糖脂代谢和血清炎症因

子的影响。方法　按照入院顺序抽签后随机将 120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

患者给予阿立哌唑联合多奈哌齐治疗，对照组患者给予阿立哌唑联合多奈哌齐模拟片治疗，比较两

组治疗效果。结果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PANS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TMT-A、DST、VFT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FBG、2hPBG、TG、TC 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P< 0.05）；且观察组患者治疗后血清 TNF-α、IL-6、IL-10 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阿立哌唑联合多奈哌齐可有效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症状、认知功能和炎症因子水平，对糖脂

代谢影响小，可作为优选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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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the combination of aripiprazole and donepezil on cognitive function，glucolipid metabo-
lism and inflammatory factor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DING Hongyun，ZHANG Zhiyong，FENG Yuxia，
et al.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Luohe Central Hospital，Luohe 462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combination of aripiprazole and donepezil on cognitive func-

tion，glucolipid metabolism and inflammatory factor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Methods 120 patients with schizo-

phreni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60 cases）and the control group（60 case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aripiprazole along with donepezil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aripiprazole with donepezil 

placebo tablets. The clinical effects were hence observ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PANSS score of the observa-

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levels of TMT-A，DST and VF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and the levels of FBG，2hPBG，TG and 

TC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Apart from all these，the lev-

els of TNF-α，IL-6 and IL-10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It can help to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cognitive function and regulate inflamma-

tory factor for th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by aripiprazole and donepezil. It can be one of the optimizing methods of 

schizophrenia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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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临床常见的精神疾病，多发

于青壮年人群，多数患者存在认知功能的持续性损

害，严重影响其社会功能［1］。临床治疗精神分裂症

的药物种类较多，包括氯氮平、利培酮、阿立哌唑、

齐拉西酮及多奈哌齐等［2］。本研究即对阿立哌唑联

合多奈哌齐方案在治疗精神分裂症中对患者认知功

能、糖脂代谢和血清炎症因子的影响进行分析，以

对研究二者的作用机制提供参考，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15 年 5 月 ~2016 年 5 月来我院接受治疗的

120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纳入本研究。按照入院顺序抽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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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男性 28 例，女性

32 例，年龄为 22～48 岁，平均年龄为 35.22±6.47 岁，

病程 2～12 年，平均 6.26±1.03 年，学历：初中及以下

13 例、高中或中专 22 例、大专及本科 17 例、本科以上

8 例；对照组男性 27 例，女性 33 例，年龄为 22～48 岁，

平均年龄为 35.19±6.52 岁，病程 2～12 年，平均 6.23
±1.08 年，学历：初中及以下 14 例、高中或中专 24 例、

大专及本科 15 例、本科以上 7 例。两组患者的性别比

例、年龄、病程、学历等资料无显著差异（P>0.05）。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 入 标 准 ：（ 1 ） 符 合 国 际 疾 病 分 类 - 1 0
（ICD-10）［3］中精神分裂症相关诊断标准；（2）无慢

性基础疾病史；（3）无长期抗精神病药用药史；（4）

患者及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有先天

性神经或脑部疾病者；（2）患有器质性精神障碍者；

（3）合并其他急慢性疾病者；（4）有酒精及其他精神

活性物质依赖者；（5）对本研究所用药物不耐受者。

1.3　方法

观察组患者给予阿立哌唑联合多奈哌齐治疗：阿

立哌唑 15mg/ 次，1 次 /d，口服；多奈哌齐 7.5mg/ 次，

1 次 /d，口服。对照组患者给予阿立哌唑联合多奈

哌齐模拟片治疗：阿立哌唑 15mg/ 次，1 次 /d，口服；

多奈哌齐模拟片 7.5mg/ 次，1 次 /d，口服。

4 周为一疗程，两组患者均连续治疗 6 个疗程，

治疗 2 疗程后若患者病情明显稳定，可酌情减少用药

剂量。治疗期间禁用其他抗精神病药物，出现不良反

应者可酌情使用β受体阻滞剂或抗胆碱能药物治疗。

1.4　观察指标

比 较 两 组 患 者 治 疗 前 后 精 神 分 裂 症 状 、 认 知

功能、糖脂代谢［空腹血糖（FBG）、餐后 2h 血糖

（2hPBG）、三酰甘油（TG）、胆固醇（TC）］指标、血清

炎症因子［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白细胞介素 -6
（IL-6）、白细胞介素 -10（IL-10）］水平变化情况。

精神分裂症状严重程度使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

（PANSS）［4］进行评估：阳性量表包括 P1 妄想、P2 概念

紊乱、P3 幻觉行为、P4 兴奋、P5 夸大、P6 猜疑 / 被害、

P7 敌对性；阴性量表包括 N1 情感迟钝、N2 情绪退缩、

N3（情感）交流障碍、N4 被动／淡漠社交退缩、N5 抽

象思维困难、N6 交谈缺乏自发性和流畅性、N7 刻板

思维，按照无（1 分）、很轻（2 分）、轻度（3 分）、中度

（4 分）、偏重（5 分）、重度（6 分）、极重度（7 分）计分，

计算总分，评分越高表示精神分裂症状越严重。

认知功能［5］使用连线试验（ATMT-A）、数字广

度测验（DST）和瞬背词语流畅性测验（VFT）进行评

估。连线试验要求患者按照 1-25 的顺序连接 25 个

标有序号的圆圈，记录完成时间和错误次数作为结

果；数字广度测验为测试者按照每秒钟一个数字的速

度将顺背数字广度测验表逐行念给被测试者听，要

求被测试者照样背下来，以背对的最高位数为分数；

瞬背词语流畅性测验包括语音流畅和语意流畅，语

音流畅要求被测试者在 2min 内尽可能多的说出固定

开头的成语或俗语；语意流畅要求被测试者在 1min

内尽可能多的说出所知道的动物或商品名称。

1.5　统计学分析

使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2 统计学软件进行本研

究数据分析，计量数据用（x±s）表示，计数数据用

百分比（％）表示，分别用 t 和 χ2 检验，P<0.05 表

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PANSS 评分及认知功能指标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PANS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

组，TMT-A、DST、VFT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2.2　糖脂代谢指标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FBG、2hPBG、TG、TC 水平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详见表 2。

2.3　血清炎症因子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血清 TNF-α、IL-6、IL-10 水

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PANSS评分及认知功能指标水平对比（x±s）

分组 时间 PANSS评分（分） TMT-A（个） DST（个） VFT（个）

观察组（n=60）
治疗前 76.52±8.17 78.44±8.57 8.38±2.16 6.44±1.02

治疗后 48.15±6.26△* 60.06±7.10△* 9.42±2.46△* 7.85±1.37△*

对照组（n=60）
治疗前 76.47±8.06 78.46±8.48 8.37±2.08 6.46±1.05

治疗后 53.01±6.88△ 66.77±7.35△ 8.80±2.30△ 7.12±1.30△

注：与同组治疗前对比，△P<0.05，与对照组对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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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炎症因子水平对比（ng/L，x±s）

分组 时间 TNF-α IL-6 IL-10

观察组（n=60）治疗前 0.70±0.20 0.63±0.21 0.80±0.19

治疗后 0.45±0.11△* 0.51±0.15△* 0.63±0.18△*

对照组（n=60）治疗前 0.69±0.16 0.62±0.20 0.80±0.22

治疗后 0.52±0.14△ 0.57±0.19△ 0.72±0.15△

注：与同组治疗前对比，△P<0.05，与对照组对比，*P<0.05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一组病因未明的重性精神病，认

知功能障碍是该病的核心症状，患者病程一般较长

且容易反复发作［6］。抗精神病药物是治疗精神分裂

症的首选方法，临床上使用较多且效果稳定的是第

二代抗精神病药物，如利培酮、奥氮平等。

阿立哌唑为新型非典型抗精神病药，对 DA 能

神经系统有双向调节作用，是 DA 递质的稳定剂，与

D2、D3、5-HT1A 和 5-HT2A 受体也有较高的亲和

力［7］。其作用机制主要为通过激动 D2 和 5-HT1A 受

体以及拮抗 5-HT2A 受体产生抗精神分裂症作用。

本研究中对照组患者治疗后精神分裂症状和认知功

能均得到明显改善，也证实了阿立哌唑对精神分裂

症的良好疗效。

多奈哌齐则属于第二代胆碱酯酶抑制剂，能够

通过可逆性地抑制乙酰胆碱酯酶引起的乙酰胆酰水

解而增加受体部位的乙酰胆碱含量，对认知功能损

害有明显的改善效果［8，9］。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

组患者临床治愈率和总有效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PANS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TMT-A、DST、VFT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在

阿立哌唑基础上加用多奈哌齐能够提高患者认知功

能的改善情况，减轻精神分裂症状。

精神分裂症发病机制复杂，目前已有研究显

示炎症因此在精神分裂症的病理改变过程中有所

参与［10］。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治疗后血清 TNF-α、

IL-6、IL-10 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则证实了多奈

哌齐在抑制机体炎症反应方面的显著作用，提示炎症

反应也可作为精神分裂症的一个潜在靶点。另外，在

糖脂代谢方面，观察组患者治疗前后 FBG、2hPBG、

TG、TC 水平未见明显波动，而对照组患者则发生了

明显波动，提示单纯应用阿立哌唑可明显影响机体

糖脂代谢，而联合用药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一

风险。具体作用机制则尚需进一步研究明确。

总之，阿立哌唑联合多奈哌齐对精神分裂症疗效

显著，可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认知功能和炎症因

子水平，对糖脂代谢影响小，可作为优选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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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糖脂代谢指标水平对比（mol/L，x±s）

分组 时间 FBG 2hPBG TG TC

观察组（n=60） 治疗前 4.50±1.02 7.85±1.44 1.01±0.26 4.47±0.82

治疗后 4.65±1.04* 7.90±1.60* 1.04±0.28* 4.53±0.88*

对照组（n=60） 治疗前 4.52±1.05 7.86±1.46 0.99±0.24 4.49±0.85

治疗后 5.33±1.29△ 8.65±1.58△ 1.55±0.30△ 5.59±1.03△

注：与同组治疗前对比，△P< 0.05，与对照组对比，*P< 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