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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氮平与利培酮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效果及对血浆MiR-137、MiR-18b表达
的影响

桑俊飞 1 、 王　玲 2 、 马卫娜 2 、 孙宪波 3 、 孙志强 4

【摘要】目的　探讨奥氮平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临床效果及对患者血浆 MiR-137、MiR-18b 表达

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2015.1～2017.4）治疗的 90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

为奥氮平组、利培酮组各 45 例，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后的阳性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分、血浆

微小 RNA137（MiR-137）、微小 RNA18b（MiR-18b）、血清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高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及不良反应。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

者的 PANS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 4 周、治疗 8 周，两组患者的 PANSS 总分较

治疗前均显著的降低（P< 0.05），但是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MiR-137、MiR-18b、TG、TC、HDL-C、LDL-C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两组患

者 MiR-137、MiR-18b 水平较治疗前均显著的升高（P< 0.05），奥氮平组患者的 TG、TC、LDL-C 水

平高于利培酮组（P< 0.05）；治疗后，奥氮平组与利培酮组的临床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奥氮平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26.67％高于利培酮组的 8.89％（P< 0.05）。结论　奥氮平治疗精神分裂

症的临床效果与利培酮差异不大，能有效的改善血浆 MiR-137、MiR-18b 水平，但是对患者的血脂

代谢影响较大，不良反应发生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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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olanzapine and risperidone in 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and its effect on the expression 
of MiR-137 and MiR-18b in plasma　　SANG Junfei，WANG Ling，MA Weina，et al. Department of pharmacy，
Luoyang mental health center，Luoyang 47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olanzapine in 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and its 

effect on the expression of plasma MiR-137 and MiR-18b in patients. Methods　In our hospital（2015.1 ～ 2017.4）
treatment of 9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lanzapine group and risperidone 

group with 45 cases in each group，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fter treatment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mptoms 

scale（PANSS）score，plasma MiR-137，serum MiR-18b，glycerol ester（TG），total three the cholesterol（TC），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and adverse reaction.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ANSS score of two groups（P>0.05）；after 4 weeks，

8 weeks of treatment，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PANSS score before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P<0.05），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before the treatment，no statistical signifi-

cance in two groups MiR-137，MiR-18b，TG，TC，HDL-C，LDL-C level difference（P>0.05）；after treatment，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MiR-137，MiR-18b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P<0.05），olanzapine group of pa-

tients with TG，TC and LDL-C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risperidone group（P<0.05）；after treatment，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linical efficacy olanzapine group and risperidone group（P>0.05）；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 of 

olanzapine group was 26.67％，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risperidone group 8.89％（P<0.05）.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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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的发生率及致残率等指标均明显上

升，流行病学研究提示，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可达

232-627/10 万人左右［1］，特别是在具有相关家族史的

人群中，精神分裂症的发病风险可进一步上升［2］。奥

氮平作为新型的神经受体拮抗类药物，其能够能与多

巴胺受体、5-HT 受体和胆碱能受体结合，改善神经

递质的浓度，改善患者治疗结局［3，4］。部分研究探讨

揭示了奥氮平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临床效果，认为奥氮

平治疗后的患者临床总体有效率明显上升［5］，但缺乏

对于治疗过程中的安全性分析。MiR-137；MiR-18b

是评估神经元损伤的重要指标，MiR-137；MiR-18b

的表达上升能够抑制神经元细胞的氧化应激损伤。为

了进一步指导临床上精神分裂症的诊疗，本研究选取

我院（2015.1～2017.4）治疗的 90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

探讨了奥氮平治疗的临床结局，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2015.1~2017.4）治疗的 90 例精神分

裂症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奥氮平组、利培

酮组各 45 例。

奥氮平组，男性 24 例、女性 21 例，年龄 22~62
岁，平均为 42.0±14.0 岁，治疗前患者的体质量指

数（BMI）22.5±2.0kg/m2，治疗前患者的 PANSS 评

分 85.0±3.7 分。利培酮组，男性 28 例、女性 17 例，

年龄 19~65 岁，平均为 41.4±14.8 岁，治疗前 BMI 

22.3±2.4 kg/m2，治疗前患者的 PANSS 评分 86.2±4.0
分。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BMI、PANSS 评分比较，

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1）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诊断参考中

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

中的标准［6］；（2）年龄≥ 19 岁且≤ 65 岁；（3）患者

入组前未服用任何抗精神病药物；（4）与研究对象

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脑血管病史；（2）
癫痫病史、休克病史；（3）文盲；（4）听说功能障碍。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利培酮（国药准字：7H0067520），口服，

1mg/ 次，每日 3 次，剂量逐渐增加至 3~6mg/ 次，连续

治疗 1个月；观察组：奥氮平（国药准字：H20030741），

10mg，口服，每日 1次，连续治疗一个月。

1.3　观察指标及检测方法

治疗后的 7d 左右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后的阳性

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该量表包含了 7 项阳性症

状条目、7 项阴性症状条目、一般精神病理症状 16
项、3 个补充项目。临床疗效评价主要根据治疗前后

患者的 PANSS 减分率进行评估：减分率 =（治疗前 -

治疗后）/ 治疗前 ×100％，减分率超过 75％为痊

愈、减分率超过 50％为显效、减分率超过 25％为进

步、减分率不足 25 为无效。）评分、血浆 MiR-137、

MiR-18b、血清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高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及不良反应。

采用电化学发光全自动免疫分析仪（美国雅培

i2000）及试剂盒检测 TG、TC、HDL-C、LDL-C；采

用 RT-PCR 技术检测 MiR-137、MiR-18b 的表达。

1.4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数据表述采用（x±s）表示，非重复测

量的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重复测量的计量

资料组间比较采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法；非等级计

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等级计数资料组间比

较采用非参数检验法；P 值 <0.05 说明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统计软件采用 SPSS16.0 版本。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 PANSS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PANS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治疗 4 周、治疗 8 周，两组患者的

PANSS 总分较治疗前均显著的降低（P<0.05），但是

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 1）。
表1　两组患者的PANS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4周 治疗8周

奥氮平组 45 85.0±3.7 55.2±5.2 44.1±5.5

利培酮组 45 86.2±4.0 53.8±4.9 42.6±5.4

F值 F组间=1.820、F时间=47.617、F交互=2.296

P值 　 P组间=0.000、P时间=0.000、P交互=0.227

2.2　两组患者的 MiR-137、MiR-18b 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MiR-137、MiR-18b 水

Olanzapine has little difference with risperidone in 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i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plasma 

MiR-137 and MiR-18b levels，but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blood lipid metabolism and a higher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Key words】Olanzapine；Schizophrenia；MiR-137；MiR-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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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后，奥氮平组痊愈 11 例（24.44％）、显效

22 例（48.89％）、进步 10 例（22.22％）、无效 2 例

（4.44％），利培酮组痊愈 14 例（31.11％）、显效 25
例（55.56％）、进步 6 例（13.33％），两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Z=-1.395，P=0.163>0.05）。

2.5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奥氮平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26.67％（嗜睡 2
例、体重增加 7 例、头晕 1 例、恶心 2 例）高于利培

酮组的 8.89％（嗜睡 1 例、体重增加 1 例、头晕 1 例、

恶心 1 例）（χ2=4.865，P=0.027<0.05）。

3　讨论

传统的抗精神病性药物能够在改善患者临床症

状的同时，降低精神分裂症的复发率，改善患者的

临床结局，但传统的抗精神病性药物治疗后患者的

阴性症状改善程度较轻，同时部分药物可能引起血

脂代谢紊乱，从而增加不良心血管结局事件的发生

率［7］。第二代抗精神病性药物如奥氮平等，可以拮

抗 5-HT、多巴胺和胆碱能受体，选择性地减少间脑

边缘系统（A10）多巴胺能神经元的放电，进而改善

患者的相关症状。部分研究报道发现 1.6％左右的精

神分裂症患者采用奥氮平治疗后出现了明显的高脂

血症，而 0.9％的患者出现了空腹血糖调节障碍或者

糖耐量的异常［8］；但也有不同的研究认为［9］，奥氮平

治疗能够通过提高肝脏细胞对于血脂代谢的逆向装

运功能，并提高外周体细胞对于低密度脂蛋白的利

用能力，从而稳定血脂水平，相关研究在探讨奥氮

平治疗安全性方面仍然缺乏统一的结论。

本次研究发现奥氮平治疗后的阳性阴性症状量

表（PANSS）或者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总体有效率

均明显改善，提示了奥氮平的治疗效果，这主要由

于奥氮平对于 5-HT、多巴胺和胆碱能受体的拮抗作

用有关，但本次研究发现奥氮平治疗后的 PANSS 或

者临床治疗总体有效率与利培酮治疗组并无显著的

差异。部分研究认为奥氮平能够进一步改善患者的

PANSS 评分，并提高患者的临床治疗总体有效率，

存在相关结论的差别，主要考虑与精神分裂症患者

的病情严重程度的差别、奥氮平的治疗剂量或者治

疗后的随访时间的差别有关。MiR-137、MiR-18b

是评估精神分裂症患者体内氧化应激的重要指标，

MiR-137、MiR-18b 的上升能稳定氧化自由基，抑制

其对于神经元细胞的损伤作用，本次研究中奥氮平

组或者利培酮组治疗后的 MiR-137、MiR-18b 均明显

的上升，提示了奥氮平等对于抑郁症相关血清微小

RNA 指标的改善作用，但并未发现奥氮平治疗后的

MiR-137、MiR-18b 进一步上升，提示奥氮平具有与

利培酮相似的改善效果。本次研究重点探讨了奥氮

平治疗的临床安全性问题，发现奥氮平组患者的 TG、

TC、LDL-C 水平高于利培酮组，差异较为明显，提

示了奥氮平对于患者血脂水平的影响更为显著，奥

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治疗后，两组

患者 MiR-137、MiR-18b 水平较治疗前均显著的

升高（P<0 .05），但是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表 2）。

2.3　两组患者的血脂指标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TG、TC、HDL-C、LDL-C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奥氮

平组患者的 TG、TC、LDL-C 水平高于利培酮组

（P<0.05），但是两组间 HDL-C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表 3）。
表2　两组患者的MiR-137、MiR-18b水平比较（x±s，△ct）

组别 n
MiR-137 MiR-18b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奥氮平组 45 5.14±0.58 5.89±0.83 2.14±0.28 2.82±0.34

利培酮组 45 5.23±0.62 6.01±0.98 2.19±0.32 2.95±0.41

t值 -0.711 -0.627 -0.789 -1.637 

P值 　 0.479 0.532 0.432 0.105 

表3　两组患者的血脂指标水平比较（x±s）

组别 n
TG（mmol/L） TC（mmol/L） HDL-C（mmol/L） LDL-C（mmol/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奥氮平组 45 1.22±0.25 1.49±0.31 4.30±0.42 4.81±0.62 1.39±0.20 1.35±0.21 2.10±0.36 2.73±0.48

利培酮组 45 1.28±0.22 1.32±0.27 4.25±0.47 4.40±0.54 1.43±0.25 1.40±0.26 2.04±0.39  2.21±0.53

t值 -1.209 2.774 0.532 3.345 -0.838  -1.004 0.758   4.878

P值 　 0.230 0.007 0.596 0.001 0.404   0.318 0.45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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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平能够影响到肝脏对于低密度脂蛋白的代谢，干

扰载脂蛋白的活性，导致甘油三酯等血脂成分的分

解代谢速度的下降，提高了高血脂症的发生风险。

陈方斌等［10］研究者也发现，奥氮平治疗后 2.5％

左右的患者发生了高血脂症，同时治疗的周期越长，

奥氮平治疗后的高甘油三酯血症的发生风险越高。

奥氮平治疗后的嗜睡、体重增加、头晕等不良反应

的发生率也明显上升，对于部分患者治疗过程中出

现严重的副反应时，应及调整药物浓度或者更换抗

精神病药物类型。

本次研究的创新性在于探讨了奥氮平治疗后的

MiR-137、MiR-18b 情况及其临床安全性。综上所述，

奥氮平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临床效果与利培酮差异不

大，两者均能有效的改善血浆 MiR-137、MiR-18b 水

平，但是奥氮平对患者的血脂代谢影响较大，不良

反应发生率较高。本次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未能够探

讨奥氮平和利培酮治疗后血浆 MiR-137、MiR-18b 的

变化具体机制，未能分析相关指标波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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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转换能力，与本研究结果相一致。CWT 能测量反

应抑制。Kikuchi 等［10］的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的反应

抑制能力、排斥干扰能力明显比正常对照差，与本

研究结果相一致。综上所述，抑郁症患者反应时间

变长是由于其加工速度减慢，也是影响其注意功能、

记忆功能和执行功能的重要因素。

总之，抑郁症缓解期患者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认

知功能障碍，与抑郁症状相比认知功能的恢复要更

长时间，在抑郁症状缓解之后认知功能障碍仍会持

续较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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