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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药物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心肌酶及心电图异常率的影响

张泽花 、 郑玉华 、 沈秀梅 、 冯　伟 、 郑　芳

【摘要】目的　探讨氨磺必利、氯氮平及阿立哌唑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心肌酶及心电图异常率

的影响。方法　选取精神分裂症患者 150 例，以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A 组（50 例）、B 组（50 例）

及 C 组（50 例），分别采用氨磺必利、氯氮平及阿立哌唑治疗；比较三组患者治疗前后谷草转氨酶

（glutamic-oxalacetic transaminase，AST）、肌酸激酶（creatine kinase，CK）、肌酸激酶同工酶（creatine 

kinase isoenzyme，CK-MB）、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LDH）、α- 羟丁酸脱氢酶（alpha-

hydroxybutyric dehydrogenase，α-HBDH）及随访心电图异常率等。结果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 AST、

CK-MB 及 LDH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三组患者治疗后 CK 和α-HBDH 水平显著高于治

疗前（P< 0.05）；A、C 组患者随访心电图异常率显著低于 B 组（P< 0.05）；A 组和 C 患者随访心电图

异常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氨磺必利、氯氮平及阿立哌唑治疗精神分裂症均

可产生心脏毒性，但氯氮平较氨磺必利、阿立哌唑更易出现心电图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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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three antipsychotic drugs on myocardial enzymes，electrocardiogram abnormal rate in pa-
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ZHANG Zehua，ZHENG Yuhua，SHEN Xiumei，et al. Pharmaceutical Department of 
Mental Health Center of Linyi City in Shandong Province，Linyi 276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amisulpride，clozapine and aripiprazole on myocardial en-

zymes，electrocardiogram abnormal rate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Methods　A total of 150 patients with schizo-

phreni was selected from June 2014 to June 2016 in our hospital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3 groups，including A group

（50 patients）with amisulpride，B group（50 patients）with clozapine and C group（50 patients）with aripiprazole. The 

levels of AST，CK，CK-MB，LDH and α-HBDH and electrocardiogram abnormal rate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

ter treatment in each group.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levels of AST，CK-MB and LDH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P>0.05）. The levels of CK andα-HBDH after treatment of 3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efore treatment（P<0.05）. The electrocardiogram abnormal rate of A group and C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 

group（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electrocardiogram abnormal rate between A group and C group

（P>0.05）. Conclusion　Amisulpride，clozapine and aripiprazole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can 

cause the cardiac toxicity. Compared with amisulpride and aripiprazole，clozapine has higher risk of ECG abnorm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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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精神科最为常见疾病之一，该症

迁延难愈，远期复发及致残率居高不下，严重影响

日常生活质量和威胁生命安全［1］。目前对于精神分

裂症患者常规采用非典型性抗精神病药治疗，其中

以氨磺必利、氯氮平及阿立哌唑应用最为广泛［2］；有

部分学者报道显示，非典型性抗精神病药可能具有

一定心脏毒性［3］，但对于心肌酶和心电图异常观察

尚无相关随机对照研究证实。本次以精神分裂症患

者 150 例作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氨磺必利、氯氮

平及阿立哌唑治疗，探讨三种药物对患者心肌酶及

心电图异常率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研究对象选取我院 2014 年 6 月 ~2016 年 6 月收治

［作者工作单位］山东省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药学部（临沂，27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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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氨磺必利是一种新型抗精神病药物，已有研究

显示，其低剂量时可对突触前多巴胺受体进行抑制，

缓解阴性和抑郁症状；而在高剂量时则能够通过阻断

边缘系统突触后受体，减轻阳性症状［5］；氯氮平和阿

立哌唑均是经典抗精神病类药物，其中氯氮平具有

多巴胺和 5- 羟色胺受体双重拮抗作用；而阿立哌唑

一方面能够对 D2 和 5-HT1A 受体进行激动，另一方

面还可拮抗 5-HT 受体部分功能［6，7］。氨磺必利、氯

氮平及阿立哌唑作为常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其在

精神分裂症患者共 150 例，以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A 组、

B 组及 C 组，每组各 50 例；A 组患者中男性 27 例，女

性 23 例，年龄 24~52 岁，平均年龄为（35.10±5.48）

岁，病程 2~16 年，平均病程为（7.84±1.22）年；B 组

患者中男性 29 例，女性 21 例，年龄 26~54 岁，平均

年龄为（35.45±5.59）岁，病程 2~15 年，平均病程为

（7.76±1.19）年；C 组患者中男性 26 例，女性 24 例，

年龄 26~55 岁，平均年龄为（35.62±5.64）岁，病程

3~16 年，平均病程为（7.69±1.16）年。三组患者一般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差异显著性（P>0.05）。

1.1.1　纳入标准　①符合《精神医学》精神分裂

症诊断标准［4］；②基线心肌酶和心电图均正常；③首

发；④研究方案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⑤患者或家

属签署知情同意书。

1.1.2　排除标准　①脑器质性疾病；②药物或

酒精依赖；③高脂血症；④心血管系统疾病；⑤肝肾

功能障碍；⑥内分泌系统疾病；⑦恶性肿瘤；⑧妊娠

哺乳期女性；⑨临床资料不全。

1.2　治疗方法

A 组患者采用氨磺必利（国药准字 H20113231，

规格 200mg）治疗，首剂量为 200mg/d，2 周内可增

量至最大剂量 400~800mg/d；B 组患者采用氯氮平

（国药准字 H32023733，规格 25mg）治疗，首剂量

为 50 mg/d，2 周内可增量至 200~400mg/d；C 组患者

采用阿立哌唑（国药准字 H20041506，规格 5mg）治

疗，首剂量为 5mg/d，2 周内可增量至 20~30mg/d。

三组患者治疗时间均为 8 周。

1.3　观察指标

①心肌酶指标包括 AST、CK、CK-MB、LDH 及

α-HBDH，采用 Roche 公司生产 Cobas c311 型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检测；②心电图异常包括窦性心

动过速、窦性心动过缓、窦性心律不齐、T 波改变、

QT 间期延长及传导阻滞，记录治疗期间发生例数，

计算百分比。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0.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其中计量资

料采用方差分析，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计

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以百分比（n，％）表示；检验

水准为α=0.05。

2　结果

2.1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心肌酶水平比较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 AST、CK-MB 及 LDH 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患者治疗后 CK 和

α-HBDH 水平显著高于治疗前（P<0.05）；见表 1。

2.2　三组患者随访心电图异常率比较

A、C 组患者随访心电图异常率显著低于 B 组

（P<0.05）；A 组和 C 组患者随访心电图异常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1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心肌酶水平比较（x±s，U/L）

组别 例数
AST CK CK-MB LDH α-HBDH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A组 50 24.58±4.22 27.80±5.17 102.36±14.35 132.13±16.28△ 17.44±2.38 17.91±2.62 145.98±13.87 150.26±14.23 128.36±25.19 149.52±37.99△

B组 50 24.70±4.28 26.19±5.24 103.22±14.27 129.30±15.66△ 17.30±2.32 18.07±3.09 143.25±13.95 151.67±15.87 27.98±26.21 155.27±40.68△

C组 50 24.46±4.89 26.36±5.28 102.82±13.90 130.81±15.35△ 17.76±2.54 18.88±2.90 147.95±14.13 149.62±16.36 27.19±24.81 152.89±36.34△

与治疗前比较，△P<0.05。

表2  三组患者随访心电图变化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窦性心动过速 窦性心动过缓 窦性心律不齐 T波改变 QT间期延长 传导阻滞 不良反应发生率（％）

A组 50 1 2 3 2 5 2 30.00

B组 50 5 3 7 11 2 7 70.00※

C组 50 2 2 3 2 2 3 28.00

与A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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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精神分裂症患者相关症状体征方面效果均值得

肯定［8］，但在实际治疗过程可观察到部分出现心脏

不良反应，而在这方面研究国内外仍相对缺乏。

本次研究结果中，三组患者治疗前后 AST、

CK-MB 及 LDH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三组患者治疗后 CK 和α-HBDH 水平显著高于治疗

前（P<0.05），证实三种药物应用后可导致精神分裂

症患者 CK 和α-HBDH 水平发生改变，与既往报道

抗精神病药物应用对心肌酶影响较为接近；部分学者

认为［9］，典型与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均可对患者心

肌功能特别是心肌酶水平产生影响，且以典型抗精

神病药物更为明显。非典型抗精神病药应用后血清

心肌酶水平改变可能与以下机制有关［10-11］：①抑制心

肌细胞膜上 Na+-K+-ATP 酶功能，改变细胞内外相

关离子浓度梯度和细胞渗透压，故心肌细胞内酶类

外流；②阻断心肌细胞α 受体，导致血压下降及组

织缺血缺氧状态形成，心肌细胞受损后 CK、CK-MB

等自细胞内释放入血。

本次研究结果中，A、C 组患者随访心电图异常

率显著低于 B 组（P<0.05）；A 组和 C 患者随访心电

图异常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证实三

种药物均会对精神分裂症心电图产生不良影响；已有

报道显示［12］，患者用药早期以窦性心动过速、心律

不齐及心动过缓为主要，而随用药时间延长可出现 T

波改变、Q-T 间期延长及传导阻滞；其中口服氯氮平

患者心电图异常发生风险较其他两组显著增加，且

维持量应用亦可能导致老年或合并心血管系统疾病

者进展出现心力衰竭。抗精神病类药物多易诱发 K+

通道阻滞效应，导致复极时间和 QT 间期延长；而心

肌酶水平升高与心电图异常之间相关性已被广泛证

实；抗精神病药物应用后可拮抗心肌细胞膜 ATP 酶

系功能，影响心肌细胞复极和能量代谢，合成 ATP

量明显降低，离子梯度差难以保持，心肌离子泵功

能损伤，以上改变均可敏感反映于心电图［13］；此外

抗精神病类药物对于乙酰胆碱受体和迷走神经抑制

作用，亦可提高交感神经兴奋性，促进心率加快和

心肌耗氧量增加，加重心肌缺血缺氧状态［14］。 

综上所述，氨磺必利、氯氮平及阿立哌唑治疗

精神分裂症均可产生心脏毒性，但氯氮平应用较氨

磺必利、阿立哌唑更易出现心电图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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