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9 年第 46 卷第 2 期 - 383 -

◎

病
例
报
道◎

 C
ase report

奥氮平所致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缺乏 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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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病例

患者 XXX，女性，82 岁，因“妄闻认为被害 2
月余，加重伴冲动吵闹十余天”于 2018-4-2 日首次

入院。既往史：四十年前曾因十二指肠溃疡出血行手

术治疗，十年前左足踝部曾骨折手术，余无特殊。

个人史无特殊。家族史：弟弟精神发育迟滞，已过世。

入院体格检查欠合作：T 39.2℃，BP 160/90mmHg，

神清，颈软，双肺听诊呼吸音粗，可闻及少量湿性

啰音，心脏听诊心律欠齐，各瓣膜听诊区未及明显

杂音，腹软，肝、脾肋下未及，四肢活动自如，左

胫骨前皮肤片状色素沉着，脱屑，神经系统检查：未

见明显异常。精神检查：意识清，定向好，接触欠合

作，对答部分切题，语量多，语速快，时有对空谩骂，

有幻听及被害妄想，称“听到西天上有广播的声音，

天上有人在讲话，你们都是玉皇大帝派来帮我的，

我家附近公安局的领导换人了，就是他们送我进来

的，他们要害我”，记忆力有下降，智能保持相对较

好，情感反应不协调，情绪激动，吵闹冲动，意志

活动病理性增强，自知力缺如。头颅 CT 显示头颅多

发腔梗，脑白质脱髓鞘改变，脑萎缩。入院诊断“器

质性妄想性（精神分裂症样）障碍”。患者入院当天

体温 39.2℃，急查白细胞总数 7.0x109/L，中性粒细

胞比例 86.8 ％，计数 6.0x 109/L，中性粒细偏高，有

发热，肺部可闻及散在罗音，考虑有肺部感染，予

伏乐新 1.5gbid 抗炎治疗，予对乙酰氨基酚栓一粒肛

塞，予奥氮平（口崩片）2.5mg/ 晚口服控制精神症状。

第二日复查血常规示：白细胞总数 2.8x109/L，中性

粒细胞 55.6 ％，计数 1.5 x109/L，遂急复查血常规白

细胞总数 2.1x 109/L，中性粒细胞 49.0 ％，计数 1.0 

x109/L，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明显降低，可能与抗生

素或者奥氮平使用有关，但具体哪种药物尚不能明

确，暂予利血生 40mg tid 对症处理；4 月 4 日复查白

细胞总数 3.1x109/L，中性粒细胞 55.6 ％，中粒细胞

计数 1.7 x109/L。考虑白细胞仍是降低明显，试停用

伏乐新，换用阿奇霉素。4 月 5 日再次复查白细胞

总数 2.7x109/L、中性粒细胞计数 0.9x109/L，临时予

惠尔血皮下注射对症处理，口服鲨肝醇，考虑患者

换用抗生素后白细胞仍是降低明显，奥氮平导致其

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降低可能较大，予停用奥氮平，

改用阿立哌唑 5mg 口服治疗，同时阿奇霉素仍在使

用。4 月 6 日白细胞总数 15.5x 109/L，中性粒细胞 

79.2 ％，中粒细胞计数 12.3x109/L，同时停用利血

生及鲨肝醇等升白细胞药物。阿立哌唑逐渐加量至

12.5mg，后于 4 月 7 日、4 月 8 日、4 月 10 日连续 3
次监测血常规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均处于正常水平。

2　讨论

奥氮平为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因耐受性好，

锥体外系副反应相对较少，镇定作用强，可以全面

改善精神分裂症阳性及阴性症状，故临床应用较广

泛，对其不良反应中更多是关注其体重及血糖血脂

代谢的影响及一过性的肝功能异常。临床上导致白

细胞轻度降低也较常见，但导致白细胞及中性粒细

胞明显降低较少见。本例患者服用小剂量的奥氮平

及静滴抗生素后出现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的明显降

低，后换用抗生素后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仍是降低

明显，停用奥氮平后换用其他抗精神病药物阿立哌

唑后白细胞才正常，考虑还是奥氮平所致的白细胞

及中性粒细胞缺乏。对于抗精神病药物导致白细胞

及粒细胞缺乏较常见的是氯氮平，金卫东等研究发

现氯氮平引起白细胞减少的概率是其他抗精神病

药的 1.49 倍，国内外对于氯氮平引起粒细胞缺乏

的发生率报道不一，美国报道的一年累计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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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0.8％，1 年半是 0.91％［1］，国内报道在 0.16％

~0.21％［2］左右。氯氮平导致粒细胞缺乏的机制尚不

清楚，有人认为是髓细胞过氧化酶氧化代谢激活，

生成反自由基，可能具有细胞毒性［2］。奥氮平［2］作

为噻吩苯并二嗪的衍生物，由氯氮平分子结构改造

而来，药理作用也和氯氮平有相似的镇静和较轻的

抗胆碱能作用，对催乳素影响小。既往也认为几乎

不会产生粒细胞缺乏，通过本病例我们了解对到奥

氮平也会导致白细胞及粒细胞缺乏，机制可能与氯

氮平类似，需更多研究，故使用奥氮平时仍需谨慎，

特别是老年患者，定期监测血常规，一旦发生粒细

胞缺乏需立即停药换药，对症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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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时有发生。对

经济条件较差的患者，应帮助其通过多种渠道寻求社

会资助，减轻其经济上的压力。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

革的不断完善，“看病贵”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

本研究结果显示，年龄、文化程度、手术时间、

插管时间、使用抗精神病药物和 ICU 停留时间与患者

压力源没有联系，与 So，H. M. ［7］的结果类似。但发

现男性患者感知的压力程度高于女性，这可能与中国

的传统文化有关。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男性是家庭

顶梁柱、主要的经济来源，严重的疾病、巨大的经济

花费、与家庭的隔离、不能承担自己的家庭责任对男

性患者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受教育程度和病种间压力

源程度不一样，其中的原因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证实。

本研究还存在局限性，由于研究只是在青岛

市一个三级甲医院进行，样本量略显不足，结论的

推广上可能会受到限制，有必要进行大样本、多中

心的同类研究来进一步心脏外科手术患者感知到的

ICU 环境压力源。

综上所述，“疼痛”、“害怕死亡”、 “鼻或（和）口

腔插管”、“不能入睡”和“治疗费用上的担忧”是心

外科患者感知压力最大的压力源，男性患者感知的

压力程度高于女性，受教育程度和病种间压力源程

度不一样。应参考研究结果制定详细的健康保健计

划，以降低心外科术后患者 ICU 环境压力。例如可

以结合病人的疼痛评分来调整镇痛药的使用，也可

采用心理干预联合亲情护理［11］和赏识干预［12］来降低

负面心理对心脏外科手术患者术后康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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