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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氮平导致代谢异常相关基因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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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氯氮平导致的代谢异常日益受到重视。其机制尚不明确，研究发现代谢异常可能与相关

基因有关，这些基因的表达导致了代谢与能量平衡途径、神经信号途径、免疫功能途径的异常。本

文对氯氮平导致代谢异常相关基因的文献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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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氮平是临床上常用的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

在难治性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中具有独特优势，但是

氯氮平导致的体重增加、脂质代谢异常、血糖异常、

血压增高的代谢综合症（Metabolic syndrome，MetS）

发生率相对也较高，至今发生机制尚不清楚。有研

究认为代谢综合症可能通过代谢与能量平衡途径、

神经信号途径、免疫功能途径而产生，控制这三个

途径的基因可能多达数十个，现对研究较多的几个

基因在代谢异常中的作用给予介绍。

一　代谢与能量平衡途径

1　普通能量平衡途径

氯氮平主要由细胞色素 P450（CYP）1A2 代谢

为活性产物去甲氯氮平而发挥抗精神病作用，而

CYP1A2（CytochromeP450 1A2，CYP1A2）也参与

能量平衡途径。Vasudev 等对加拿大人群研究发现

CYP1A2 rs762551 与代谢异常具有明显相关性，说明

该基因变异可能与 MetS 有关［1］。Eric Olsson 等对 113
例瑞典精神病患者的研究发现 rs762551C/C 和 C/A 基

因型患者空腹血糖升高的风险是 A/A 基因型的 3.7 倍

（OR=0.27；95％CI：0.10~0.72），由此推测 rs762551C

等位基因的变异与血糖升高存在关联性［2］。

对肥胖人群的研究发现瘦素基因 LEP（Leptin，

LEP）启动子区 -2548G/A 多态性与肥胖有关，该

基因型的变异主要通过影响瘦素的浓度来发挥作

用，在成人中，瘦素浓度与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总脂肪量和内脏脂肪的增加成正相

关，瘦素基因 LEP -2548G/A 对药源性体重增加的

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瘦素基因的转录来影响循环

瘦素水平，继而对体重的变化产生影响［3］。在一

项 113 例氯氮平治疗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研究

中发现 LEP -2548G/A 多态性对 BMI 的影响呈显著

相关（F=4.380，P=0.015）；AA 基因型组的 BMI 增

高最显著，其次是 AG 和 GG 基因型［4］。此外还有

研究发现 5- 羟色胺 2C 受体基因 HTR2C（Serotonin 

receptor 2C，HTR2C）-759C/T 也参与能量代谢途径，

而且 LEP 和 HTR2C 这两个基因都是通过调节 5- 羟

色胺及瘦素来实现能量平衡［5］。

2　葡萄糖代谢途径

参 与 葡 萄 糖 信 号 途 径 的 基 因 有 A D I P O Q

（Adiponectin，ADIPOQ）、GNB3（G protein subunit 

β3，GNB3）、GNPDA2（Glucosamine-6-phosphate 

deaminase 2，GNPDA2）、INSR（Insulin receptor，

INSR）等，其中，研究较多的是 ADIPOQ，ADIPOQ

基因编码脂联素。脂联素是脂肪细胞分泌的一种内

源性生物活性多肽或蛋白质，脂联素水平能预示 2
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和冠心

病的发展，并在临床试验中表现出拮抗胰岛素抵抗、

抗动脉粥样硬化和抗炎等作用。德国的一项研究发

现 ADIPOQ 基因中两个位点 rs3821799 和 rs6773957
与 BMI 的变化有关，而 rs1501299 与 BMI 的变化没

有关联性［6］。

�　脂质代谢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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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脂质信号途径中研究较多的是 INSIG1（Insulin 

induced gene 1，INSIG1）和 INSIG2（Insulin induced 

gene 2，INSIG2）基因。Liou 等发现在 MetS 患者中，

INSIG2 rs11123469CC 纯合子基因型频率高于无 MetS

者（P=0.001），此外，单倍型分析结果表明，INSIG2
基因的 rs11123469-rs10185316-rs1559509 的 C-C-C

单倍型显著增加了 MetS 的发生风险（P=0.0023），而

INSIG1 rs9767875、rs9719268 与 MetS 无相关性［7］。

Koskinen 等对 INSIG2 基因的 SNPs 位点进行基因分

型发现 rs12151787，rs17047733 和 rs10490626 与体

重增加及 BMI 改变相关［8］。

二　神经信号途径

参 与 神 经 信 号 途 径 的 基 因 包 括 A D R A 2 A

（Adrenoceptor α 2A，ADRA2A）、BDNF（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CHRNA7
（Cholinergic receptor nicotinic α7 subunit，CHRNA7）、

COMT（Catechol-O-methyltransferase，COMT）、

HTR2A（Serotonin receptor 2A，HTR2A）、HTR6
（Serotonin receptor 6，HTR6）、SLC6A4（Serotonin 

transporter，SLC6A4）、MTHFR（Methylenetetrahyd

rofolate reductase，MTHFR）等，其中，对 BDNF、

COMT、MTHFR 基因的研究相对较多。

BDNF 是神经营养蛋白家族的一员，负责调节

神经发育过程，如神经元分化、突触生长和神经元

的凋亡与修复。BDNF 信号改变与各种外周和中枢神

经系统结构和功能紊乱有关，包括痴呆症、抑郁症

和精神分裂症等，同时 BDNF 也参与血糖、脂质和

抗氧化代谢的调控，影响血糖水平和胰岛素敏感性。

有研究发现 MetS 和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血清 BDNF 水

平下降［9］。

啮齿类动物模型中发现 BDNF 的破坏会导致摄

食增加，肥胖和贪食症［10］，在人类中发现 BDNF 与

神经性厌食症有关［11］，同时也与氯氮平引起的体重

增加有关，提示 BDNF 可能是氯氮平导致代谢异常

的药理靶点［12］。中国一项对 199 例汉族精神分裂症

患者 BDNF Val66Met 多态性与空腹血糖、HDL-C 和

TG、腰围、血压及 MetS 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长期

服用氯氮平治疗并携带 Met/Met 基因型的男性患者空

腹血糖水平及发生 MetS 的风险显著高于 Val/Val 或

Val/Met 基因型者，说明 BDNF Val66Met 多态性与氯

氮平导致的代谢异常有关［13］。

编码儿茶酚 -O- 甲基转移酶（Catechol-O-

methyltransferase，COMT）的基因位于染色体 22q 的

位置上，主要调节前额叶皮质多巴胺功能，它的缺

失通常与精神失调相关，被认为是引起精神分裂样

表现的易感基因。它通过催化儿茶酚胺在 3 位羟基

上的甲基化使儿茶酚胺转变成多巴胺、肾上腺素及

去肾上腺素。Zhang 等对 COMT 中的三个功能变异

体 rs4633、rs4680 和 rs4818 进行基因分型，并测定

空腹同型半胱氨酸、葡萄糖、TG 和 HDL-C 水平，

发现 rs4680 多态性与 TG 水平呈正相关（P=0.024），

rs4680A 等位基因携带者与女性患者 TG 水平升高显

著相关（P=0.009），而与男性无关（P=0.07）［14］。

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Methylenetetrahydrofolate 

reductase，MTHFR）能调节 DNA 甲基化，其调节的

甲基化在神经递质、受体及信号传导中均发挥作用。

MTHFR 主要作用是在叶酸代谢通路中将 5，10- 亚甲

基四氢叶酸转化为具有生物学功能的 5- 甲基四氢叶

酸，MTHFR 基因的缺陷将导致机体多个基础生化过

程紊乱，包括细胞周期调控、DNA 复制、DNA 以及

蛋白质甲基化修饰等，并进而引发神经管缺陷、癌症、

心脑血管疾病等多种病症。MTHFR 基因的遗传变异

可能与抗精神病药引起的体重增加和 MetS 有关［15］。

在氯氮平治疗 12 周后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中，BMI

和腰围的增加与 MTHFR 677CC 频率的升高有关联

性［16］；此外还发现 MTHFR 1298CC 纯合子与 MTHFR 

1298 AA 纯合子相比，MetS 的风险增加了 2.5 倍［17］。

三　免疫功能途径

大量实验表明慢性炎症可能是 MetS 发病原因之

一，补体系统中起核心作用的 C3、C4 及调节免疫细

胞的肿瘤坏死因子 TNF 在人体免疫功能中起重要作

用。C3、C4 主要由肝脏产生，参与脂质代谢和肥胖；

C3 位点上常见的遗传变异被认为与 MetS 的风险有关，

一项来自 1220 名普通成年人的队列研究发现空腹 C3
水平与腹型肥胖和血压密切相关［18］。Liu 等在一项横

断面研究中也发现 C3和 C4是 MetS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

素，C3 或 C4 与 MetS 呈正相关，而与 IgE、IgG、IgM

和 IgA 无关［19］。在一项对 576 例长期服用氯氮平治疗

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研究中发现 C3 基因 rs2277984 与

空腹 TG 水平呈正相关（P=0.004），此外，rs2277984
可调节肝脏 C3 的表达，rs2277984 可能是预测氯氮平

治疗后出现 MetS 风险的潜在生物学标志物［20］。

四　展望

氯氮平作为第二代抗精神病药，在治疗难治性

精神分裂症阴性及阳性症状有其独特优势，且 EPS

发生较低。但也有一些不可忽视的不良反应，如代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9 年第 46 卷第 1 期- 16 -

◎

综
述◎

 Sum
m

arize

谢异常、粒细胞缺乏症、心肌炎、胃肠功能减退和

代谢不良；在临床治疗中，氯氮平表现出较大的个体

差异，不同患者接受氯氮平治疗可表现出显著不同

的疗效和不良反应，但确切的发生机制至今尚不明

确；近年来抗精神病药物导致代谢异常相关基因多态

性的研究越来越多，研究者们也更多关注并不断探

索新的基因及位点，有些并未取得一致性结论，有

些还有待对其进行验证，分析其中的原因，有下列

因素可能影响了结论：首先病人的病期对氯氮平治疗

的应答及不良反应会产生影响；在分子遗传学研究方

面，样本数量需要扩大；其次，不同种族，其基因易

感性的差异也影响了对抗精神病药物的反应；另外不

可控性因素，如患者的饮食、生活习惯、运动情况

及体质情况都需要严密监控。

随着对包括氯氮平在内的抗精神病药物导致代

谢异常的机制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尤其是分子遗传

学方面的研究，探索更多、更新的基因及位点是一

个不可避免的趋势，越来越多关联性基因的发现，

有望有一天能找到直接的证据，解决氯氮平在治疗

中导致的代谢问题，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带来新的希

望，提高患者的治疗疗效及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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