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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氮平与帕利哌酮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叶酸、同型半胱氨酸和脑源
性神经营养因子水平的影响

方政华 、 刘丽妮 、 盛　夏 、 周　剑

【摘要】目的　探析奥氮平与帕利哌酮对首次发病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叶酸、同型半胱氨酸和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水平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 9 月 ~201� 年 9 月收治的 100 例首次发病

精神分裂症患者为观察组，另选同期 100 例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对两组血清叶酸、同型半胱氨酸

和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进行对比，随后采用掷硬币法将观察组分为接受帕利哌酮治疗的帕利哌酮

组及接受奥氮平治疗的奥氮平组两个亚组各 �0 例，对两亚组治疗前后指标变化进行对比。结果　

观察组血清叶酸、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低于对照组，同型半胱氨酸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 0.0�）；观察组内两亚组治疗前血清叶酸、同型半胱氨酸和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水平无明显

差异，治疗 2 周、治疗 4 周、治疗 6 周、治疗 � 周各指标数值相比较，奥氮平组血清叶酸、脑源

性神经营养因子水平低于帕利哌酮组，而同型半胱氨酸高于帕利哌酮组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疗程结束后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奥氮平组略高于帕利哌酮组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 0.0�）。结论　相较于临床常规用药的帕利哌酮，奥氮平对首次发病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

叶酸、同型半胱氨酸和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水平的影响略逊于后者但差异并不明显，在患者存在帕

利哌酮用药禁忌时可选取奥氮平予以替代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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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olanzapine and parioperazone on serum folic acid，homocysteine and brain-derived neuro-
trophic factor in patients with first-onset schizophrenia　　FANG Zhenghua，LIU Lini，SHENG Xia，et al. 
Hunan Brain Hospital of Hunan，Changsha 410007，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olanzapine and paliperidone on serum folic acid，homocys-

teine and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who first developed in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6 to September 2017 were selected as obser-

vation group，and 100 healthy people in the same period were selected as control group. Serum folic acid，homocysteine 

and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divided 

into paliperidone group receiving paliperidone and ozone group receiving OLAM by coin tossing method. In the olan-

zapine group，there were 50 cases in each of the two subgroups. The changes of the indexe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subgroups. Results　Serum folic acid and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in the ob-

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homocysteine was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erum folic acid，homocysteine and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

tor levels between the two subgroups before treat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levels of serum folic acid and 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s in azapine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paliperidone group，while homocysteine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paliperidone group，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after 

the end of treatment，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olanzapine group wa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in paliperi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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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常见的一组由精

神症状群所构成的临床综合征，涉及到了感知觉、

思维、情感、行为等多方面障碍且具有反复发作性

特征，病情迁延容易给患者认知功能带来严重损伤，

甚者引发精神残疾［1］。由于精神分裂症发作时患者

容易产生自残或攻击行为，继而给自身、家庭及社

会秩序的稳定带来严重不利影响，所以必须予以及

时治疗［2］。首次发病精神分裂症患者通常病情较轻，

在得到规范而系统的治疗后可保持痊愈或者是基本

痊愈状态［3］。尤其是近些年来神经发育异常假说逐

渐得到了医学界的重视与认可，基于此假说而展开

治疗无疑能够收获更为理想的疗效［4］。鉴于此，本

次研究围绕奥氮平与帕利哌酮对首次发病精神分裂

症患者血清叶酸、同型半胱氨酸和脑源性神经营养

因子水平的影响展开分析，现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6 年 9 月份 ~2017 年 9 月份收治的

100 例首次发病精神分裂症患者为观察组，其中男 55
例、女 45 例；年龄：18 岁 ~60 岁，平均年龄（32.20±

1.08）岁；病程时间：1.2 年 ~5 年，平均病程（2.40±

0.10）年；临床分型：偏执型 85 例、青春型 13 例、单

纯型 2 例。对照组中男 58 例、女 42 例；年龄：20 岁

~60 岁，平均年龄（32.28±1.12）岁。纳入标准：（1）
符合《国际疾病分类 -10》中相关诊断标准者；（2）

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总评分≥ 60 分者；（3）均为首

次发病且病程时间≤ 5 年者。排除标准：（1）奥氮平

或帕利哌酮治疗禁忌者；（2）处于妊娠期或哺乳期的

女性患者；（3）患者家属未签署知情同意书。两组受

试者一般资料无明显统计学差异，可分组比对。

采用掷硬币法将观察组分为接受帕利哌酮治疗

的帕利哌酮组及接受奥氮平治疗的奥氮平组两个亚

组各 50 例，帕利哌酮组中男 28 例、女 22 例；年龄：

18 岁 ~59 岁，平均年龄（32.24±1.06）岁；病程时间：

1.5 年 ~5 年，平均病程（2.38±0.12）年；临床分型：

偏执型 43 例、青春型 6 例、单纯型 1 例。奥氮平组

中男 27 例、女 23 例；年龄：18 岁 ~60 岁，平均年龄

（31.28±1.05）岁；病程时间：1.2 年 ~5 年，平均病

程（2.35±0.13）年；临床分型：偏执型 42 例、青春

型 7 例、单纯型 1 例。两个亚组首次发病精神分裂

症患者一般资料差异不明显，可分组比对。

1.2　方法

在征得两组受试者知情同意下采集空腹静脉

血 5ml 后对血清叶酸、同型半胱氨酸、脑源性神经

营养因子进行测定，随后两亚组首次发病精神分裂

症患者均接受为期 8 周的临床用药治疗，其中帕利

哌酮组口服帕利哌酮（国药准字 H20080550），初

始用药剂量 6mg/ 次、1 次 /d，用药 2 周后根据病情

控制效果及患者机体耐受性动态调整至 9mg/ 次、1
次 /d，单日最大用药剂量不得超过 9mg。奥氮平组

口服奥氮平（国药准字 H20052688）初始用药剂量

10mg/ 次、1 次 /d，1 周 ~2 周后动态调整用药剂量至

5mg/ 次 ~20mg/ 次，均 1 次 /d。

1.�　观察指标

选取血清叶酸、同型半胱氨酸、脑源性神经营

养因子、不良反应发生率为本次研究的观察指标，

其中血清叶酸、同型半胱氨酸、脑源性神经营养因

子于两亚组基线期、治疗 2 周、治疗 4 周、治疗 6 周、

治疗 8 周 5 个时段分别抽取其空腹静脉血 5ml，置于

抗凝试管中，以 2500r/min 离心 10min 后分离血清，

分别采用电化学发光免疫测定、酶循环法、酶联免

疫吸附法对上述指标数值进行测定；不良反应包括

嗜睡、体质量增加、直立性低血压、皮疹、药物热、

腹泻 / 腹痛［5］。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中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

进行处理，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

示，配对以 t 检验，重复测量数据采用 F 检验，计数

资料采用率（％）表示，以 χ2 检验，P<0.05 表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血清叶酸、同型半胱氨酸、脑源性神

经营养因子比较

观察组血清叶酸、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低于对

group，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P>  0.05）. Conclusions　Compared to paliperidone used clinically，

olanzapine has slightly lesser effects on serum folic acid，homocysteine，and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but differs significantly from the latter. Obviously，olanzapine can be used 

as an alternative treatment when patients have contraindications to the use of paliperidone.

【Keywords】Olanzapine；Paley piperidone；First onset；Psychosatrosis；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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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两亚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疗程接受后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26％，同

期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2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5。
表4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n（％）］

组别 n 嗜睡
体质量
增加

直立性
低血压

皮疹 药物热
腹泻
/腹痛

发生
率（％）

帕利哌酮组 50 3（6） 3（6） 2（4） 1（2） 1（2） 1（2） 22

奥氮平组 50 4（8） 4（8） 2（4） 1（2） 1（2） 1（2） 26

χ2 0.307 0.307 0.000 0.000 0.000 0.000 0.439

P 0.579 0.579 1.000 1.000 1.000 1.000 0.508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为当前临床中一组病因尚未明确的

重性精神病，近些年来研究已知多种血清指标与其

发生、发展密切相关［6］。叶酸为促进脑细胞生长的

重要物质，一旦其数值降低意味着脑细胞坏死或者

是脑细胞无法正常分裂。同型半胱氨酸为蛋氨酸代

谢后形成的一种含硫氨酸，其数值与心血管疾病存

在着密切的相关性，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该

指标数值的升高意味着代谢异常，机体内甲基化反

应受到严重不利影响，使得多种生物胺类神经递质

含量异常改变而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正常运转。脑

照组，同型半胱氨酸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血清叶酸、同型半胱氨酸、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比

较（x±s）

组别
血清叶酸
（ng/ml）

同型半胱氨酸
（μmol/L）

脑源性神经营养
因子（ng/ml）

对照组（n=100） 9.05±0.28 6.77±1.03 23.59±1.11

观察组（n=100） 4.01±0.20 21.56±1.04 8.74±1.03

t 1.541 2.234 2.235

P 0.037 0.011 0.011

2.2　两亚组血清叶酸比较

治疗前两亚组患者血清叶酸无明显差异，治疗

2 周、治疗 4 周、治疗 6 周、治疗 8 周相比较，组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　两亚组同型半胱氨酸比较

治疗前两亚组患者同型半胱氨酸无明显差异，

治疗 2 周、治疗 4 周、治疗 6 周、治疗 8 周相比较，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2.4　两亚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比较

治疗前两亚组患者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无明显

差异，治疗 2 周、治疗 4 周、治疗 6 周、治疗 8 周相

比较，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表2　两亚组血清叶酸比较（x±s，ng/ml）

组别 治疗前 治疗2周 治疗4周 治疗6周 治疗8周

帕利哌酮组（n=50） 4.01±0.17 4.84±0.16 5.49±0.13 6.85±0.20 7.70±0.22

奥氮平组（n=50） 4.02±0.15 4.78±0.12 5.45±0.15 6.79±0.21 7.61±0.20

F 1.034

P 0.864

表3　两亚组同型半胱氨酸比较（x±s，μmol/L）

组别 治疗前 治疗2周 治疗4周 治疗6周 治疗8周

帕利哌酮组（n=50） 21.55±1.02 19.77±1.05 15.38±1.10 12.97±1.03 10.24±1.06

奥氮平组（n=50） 21.58±1.03 19.84±1.06 15.50±1.12 13.00±1.08 10.50±1.05

F 1.242

P 0.833

表4　两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比较（x±s，ng/ml）

组别 治疗前 治疗2周 治疗4周 治疗6周 治疗8周

帕利哌酮组（n=50） 8.75±1.01 13.41±1.04 17.09±1.01 21.97±1.03 22.84±1.06

奥氮平组（n=50） 8.73±1.03 13.37±1.09 17.00±1.04 21.89±1.04 22.80±1.08

F 1.331

P 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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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性神经营养因子为神经营养家族中的重要成员，

在神经元生长及分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常情

况下能够修复受损的神经元并为其提供保护，但当

数值降低时将会导致包括海马皮质神经元、胆碱酯

能神经元、黑质多巴胺神经元等在内的多种神经元

生物功能受到严重影响，从而引发精神分裂症。

奥氮平是目前临床常用的一种抗精神病药物，

在长期应用过程中证实该药物对多种受体具有药理

作用，例如：5- 羟色胺、多巴胺 D、α- 肾上腺素、

组胺 H 等［7］。进入精神分裂症患者体内后能够选择

性的消除间脑边缘系统多巴胺能神经元的持续放电，

却不会对纹状体的生理功能带来明显不利影响，故

而其既可以用于阳性症状和（或）阴性症状的急性期

和维持期精神病的治疗，又可以缓解继发性情感症

状［8］。然而，虽然在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中奥氮平具

有着悠久的应用历史，却鲜少有其对血清叶酸、同

型半胱氨酸和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水平影响效果的

系统性研究，使得研究领域尚存在一定不足之处。

本次研究证实，治疗前两亚组患者血清叶酸、

同型半胱氨酸和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水平无明显差

异，治疗 2 周、治疗 4 周、治疗 6 周、治疗 8 周各指

标数值相比较，接受奥氮平治疗的奥氮平组血清叶

酸、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水平低于接受帕利哌酮治

疗的帕利哌酮组，而同型半胱氨酸则高于后者但组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亚组血清叶酸、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上升以及同型半胱氨酸的下

降表明治疗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受损的神经元得到

有效修复，中枢神经功能大幅提高。在用药安全性

比较上，疗程结束后奥氮平组嗜睡 4 例、体质量增

加 4 例、直立性低血压 2 例、皮疹 1 例、药物热 1 例、

腹泻 / 腹痛 1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 26％，而同期帕

利哌酮组嗜睡 3 例、体质量增加 3 例、直立性低血

压 2 例、皮疹 1 例、药物热 1 例、腹泻 / 腹痛 1 例，

不良反应发生率 22％，二者相比较，奥氮平组不良

反应发生率略高于帕利哌酮组但差异亦无统计学意

义（P>0.05）。崔力军等［9］在其研究中同样证实，疗

程结束后奥氮平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26.3％，而帕利

哌酮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23.7％，二者不良反应发生

率相似。在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上，本次研究与现

有成果相吻合并进一步证实了在首次发病精神分裂

症患者临床治疗中奥氮平具备较高的安全性。此外，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本次研究亦指出，两种药物均

能够对首次发病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叶酸、同型半

胱氨酸和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带来正向的影响且二

者之间差异极其微小，但奥氮平目前已经国产化，

首次发病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疗成本大幅降低，便

于在基层地区推广使用［10］。

综上所述，相较于临床常规用药的帕利哌酮，

奥氮平对首次发病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叶酸、同型

半胱氨酸和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水平的影响略逊于

后者但差异并不明显，在患者存在帕利哌酮用药禁

忌时可选取奥氮平予以替代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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