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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对老年期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疗效及血清心肌酶
谱及 IL-13、TNF-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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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四种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对老年期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疗效及血清心肌酶谱

和 IL-13、TNF-α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3 年 3 月 ~2017 年 2 月我院收治的老年期首发精神分裂症

患者 168 例，采用随机数表法分为利培酮组、齐拉西酮组、喹硫平组及阿立哌唑组，每组均 42 例，

四组患者均为单一用药，对比四组患者治疗效果、血清心肌酶谱水平、IL-13 水平及 TNF-α水平。

结果　治疗前四组患者的杨星宇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与治疗

前相比，四组患者治疗后 PANSS 评分均出现降低（P< 0.05），且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治疗前四组患者 LDH、CK-MB 与 CK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齐拉西酮组 CK-

MB 显著高于其他三组（P< 0.05），四组患者 LDH 与 CK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前，

四组患者 IL-13 及 TNF-α水平相比无明显差异（P> 0.05），与治疗前相比，四组患者治疗后 IL-13 显

著增高（P< 0.05），TNF-α显著低于治疗前（P< 0.05）。结论　四种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治疗老年期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效果显著，提高血清 IL-13 水平，降低 TNF-α水平，齐拉西酮可导致患者血清

心肌酶谱水平异常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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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four atypical antipsychotics on curative effect and serum myocardial enzymes and IL-13，
TNF-α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LU Mei，GUO Junxia，WANG Xitian，et al. 
Baoji City Center Hospital in Shaanxi Province，Baoji 72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four atypical antipsychotics on curative effect and serum myo-

cardial enzymes and IL-13，TNF-α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Methods　A total of 168 

case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3 to February 2017 were 

col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risperidone group（n=42），ziprasidone group（n=42），quetiap-

ine group（n=42）and aripiprazole group（n=42）. The effect of treatment，serum myocardial zymogram，IL-13 and 

TNF- α levels were compared among the four groups.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ANSS score among the four groups（P>0.05）. After treatment，the PANSS score of the four group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decreased（P<  0.05），and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four groups（P>0.05）. Before 

treatment，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LDH，CK-MB and CK levels among the four groups（P>0.05）. 

After treatment，the CK-MB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ziprasidone group than in the other three groups

（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LDH and CK levels among the four groups（P>0.05）.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IL-13 and TNF-α levels among the four groups（P>0.05）. After 

treatment，the IL-13 and TNF-α levelswere statistical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and the level of TNF-α 

were significant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P<  0.05）. Conclusion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four atypical anti-

psychotics on elderly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is obvious，and it can effectively increase serum IL-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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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临床常见精神疾病，遗传、环境、

免疫机制、多巴胺神经系统紊乱与该病具有相关

性［1］。相关数据显示［2］，老年精神分裂症发病率呈上

升趋势，老年患者由于机体免疫力下降，因此，在

使用药物进行治疗时应充分考虑患者耐受性。非典

型抗精神病药物是当前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一线药物，

其与典型抗精神病药物相比，治疗时无需与抗胆碱

能药物联合使用，治疗效果更优，不良反应较少，

患者耐受性高。但有报道指出［3］，非典型抗精神病

药物治疗精神分裂症时可导致肌酸激酶（CK）升高。

本研究采用利培酮、齐拉西酮、阿立哌唑、喹硫平

四种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治疗老年期首发精神分裂

症患者，以比较其临床疗效及对患者血清心肌酶谱、

IL-13、TNF-α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3 年 3 月 ~2017 年 2 月我院收治的老年

期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 168 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

男 93 例，女 75 例，年龄 62~78（69.83±2.64）岁；

病程 3~32（21.46±6.35）月，借助随机数表法分为

利培酮组、齐拉西酮组、喹硫平组及阿立哌唑组四

组，每组 42 例。四组患者一般资料相比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入选标准

纳入标准：①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

标准》第 3 版中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4］；②年龄≥ 60
岁，均为首次发病，病程≤ 2 年；③阴性与阳性量表

（PANSS）评分≥ 60 分；④入选患者均知晓本研究详

情并自愿参与。排除标准：①合并情感性精神障碍或

人格障碍；②合并肝功能异常或肝炎；③合并心、肾

及胃肠道疾病；④存在严重药物依赖症状。

1.3　治疗方法

利培酮组采用利培酮（生产批号 20110518）治

疗：初始剂量为 1 ㎎ /d，剂量范围为 3~6 ㎎ /d，平均

（4.51±0.74）㎎ /d。齐拉西酮组采用齐拉西酮（生产

批号 20151227）治疗，初始剂量 40 ㎎ /d，剂量范围

为 90~120 ㎎ /d，平均（105.48±4.89）㎎ /d。喹硫平

组采用喹硫平（生产批号 20130117）治疗：初始剂量

为 50 ㎎ /d，剂量范围为 350~700 ㎎ /d，平均（618±

50.73）㎎ /d。阿立哌唑组采用阿立哌唑（生产批号

20111021）治疗：初始剂量 5 ㎎ /d，10~30 ㎎ /d。治疗

期间不使用抗胆碱能药物。四组患者均连续治疗 8周。

1.4　观察指标

①临床疗效：采用 PANSS 评定［5］，PANSS 于患

者接受治疗前及治疗 8 周后评定，内容包括阴性症

状评分、阳性症状评分、精神病理评分及总评分 4
个部分，本研究以总评分评定，分值越高表示病情

越严重。②血清心肌酶谱水平：治疗前与治疗 8 周后

分别抽取患者静脉血，测定乳酸脱氢酶（LDH）采用

速率法测定，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采用 C8010
型检测仪测定，CK 采用 C8009 型检测仪测定。③

IL-13 水平、TNF-α水平：治疗前与治疗 8 周后分别

抽取患者静脉血，使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评

定，试剂盒由上海金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1.5　统计学意义

统计学软件 SPSS18.0 处理本研究数据，其中计

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用（n，％）描述，计量资料采

用 t/F 检验，用（x±s）描述，P<0.05 表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四组患者 PANSS 评分

四组患者治疗前 PANSS 评分相比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与治疗前相比，四组患者治疗后

PANSS 评分明显降低（P<0.05），且四组间相比差异

不显著（P>0.05），见表 1。
表1　四组患者PANS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8周 t P

利培酮组 42 90.73±7.31 48.27±7.05* 27.095 0.000

齐拉西酮组 42 89.62±8.45 45.92±8.62* 23.462 0.000

喹硫平组 42 92.83±6.89 47.33±8.89* 25.428 0.000

阿立哌唑组 42 91.46±7.67 46.21±9.02* 25.040 0.000

F 1.317 0.688

P 0.271 0.561

注：与治疗前相比，*P<0.05

2.2　对比四组患者血清心肌酶谱水平

治疗前，四组患者 LDH、CK-MB 与 CK 相比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齐拉西酮组

level，and decrease TNF-α levels. The levels of serum myocardial enzyme level were elevated in the patients treated 

with ziprasidone.

【Key words】 Risperidone；Ziprasidone；Aripiprazole；Quetiapine；First episode schizophr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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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对比四组患者 IL-13 水平及 TNF-α水平

治疗前，四组患者 IL-13 及 TNF-α水平相比无

明显差异（P>0.05）。与治疗前相比，四组患者治疗

后 IL-13 较治疗前显著升高（P<0.05），TNF-α较治

疗前显著下降（P<0.05），见表 3。
表3　四组患者IL-13水平及TNF-α水平比较（x±s，pg/ml）

组别 n
IL-13 TNF-α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利培酮组 42 18.92±6.15 26.83±5.46* 38.87±6.17 30.62±5.67*

齐拉西酮组 42 19.12±6.23 28.62±6.15* 37.51±6.23 28.34±6.02*

喹硫平组 42 19.36±5.37 27.98±6.21* 36.91±6.08 29.88±6.78*

阿立哌唑组 42 17.24±5.19 26.76±5.84* 35.76±5.96 27.69±5.95*

F - 1.178 0.987 1.885 2.049

P - 0.320 0.401 0.134 0.109

注：治疗后与治疗前相比，*P<0.05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具有反复发作、致残率高的特点，

发病原因不明，老年患者由于其自身免疫能力下降，

耐受性较低，因此在选用药物治疗时需谨慎。利培

酮、齐拉西酮、阿立哌唑、喹硫平为临床常用的非

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精神分裂症效果较好，且

不良反应少，患者耐受性良好［6］。本研究结果显示四

组患者治疗后 8 周 PANSS 评分均无明显差异。原因

在于，利培酮与 D2 受体和 5-HT2 受体的亲和力强，

能够有效改善患者阴性及阳性症状，降低 PANSS 评

分［7］。齐拉西酮能够有效稳定多巴胺系统，改善患者

阴性症状。阿立哌唑能够弥补多巴胺功能不足，同

时能够抑制多巴胺功能亢进，耐受性良好。喹硫平

可通过与多巴胺及 5-HT2A 结合，起到阻滞 a1 肾上腺

素、组胺 H1 受体的作用，从而改善患者阴性与阳性

症状。因此，四种非典型性抗精神病药物均能在一

定程度上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症状。

心肌酶可体现患者心肌功能，主要用于诊断早

期心肌梗死，监测病情进展。相关研究指出［8］，抗

精神病药物能够导致心肌酶水平异常。本研究结果

显示，四组患者 LDH 与 CK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齐拉西酮组 CK-MB 显著高于其他三组。临床有研究

指出［9］，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可增强 CK 活性，导致

CK 浓度上升，与本次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与本次

研究选取样本量较少有关。齐拉西酮在服用早期能

够导致心肌酶水平逐渐下降，但随着服药时间延长，

可导致患者 CK-MB 水平异常增高。主要原因在于，

齐拉西酮长期使用可导致心血管神经末梢突触前膜

多巴胺受体负反馈能力下降，去甲肾上腺素活性增

加，从而导致心脏功能受损，心肌酶水平异常增高。

IL-13 由 T 淋巴细胞分泌，具有免疫抑制与抗炎

作用。相关研究发现［10］，精神分裂症患者 IL-13 水

平高于正常人群。IL-13 能够降低 IL-6 水平，IL-13
水平下降时，则其对 IL-6 抑制功能减弱，IL-6 可提

高额叶前部 DA 及 5-HT 活性，引发精神分裂症状。

TNF-α 主要参与神经细胞调节、体液免疫，同时能

够调节胶质细胞生长与凋亡。有研究指出［11］，精神

分裂症患者 TNF-α 相比正常人群较高，而抗精神

病药物能够降低 TNF-α 水平。本研究中精神分裂

患者使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后 IL-13 水平升高，

TNF-α 水平显著降低。提示，四种非典型抗精神病

药物能够有效抑制 TNF-α 活性，提高 IL-13 水平，

且对 IL-13 与 TNF-α水平的影响无明显差异。

综上所述，四种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均能够有

CK-MB 较其他三组明显升高（P<0.05），阿立哌唑

组、喹硫平组、利培酮组 CK-MB 三组间相比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四组患者 LDH 与 CK 相比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四组患者血清心肌酶谱水平比较（x±s）

组别 n
LDH（U/L） CK-MB（U/L） CK（㎎/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利培酮组 42 197.62±60.34 158.65±10.27 19.62±5.04 16.25±4.18 183.63±50.19 80.26±20.62

齐拉西酮组 42 196.88±60.69 160.31±11.73 19.71±5.12 22.13±5.84* 184.16±50.63 75.86±19.75

喹硫平组 42 198.25±60.42 159.42±10.86 20.09±5.24 14.30±3.66 185.03±52.12 79.62±21.09

阿立哌唑组 42 199.82±61.07 157.07±12.45 18.96±5.65 15.78±4.49 186.92±49.73 77.98±20.84

F - 0.018 0.615 0.334 24.447 0.034 0.382

P - 0.997 0.306 0.801 0.000 0.992 0.766

注：齐拉西酮组与其他三组相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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