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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服用奥氮平患者的肝脏超声特点及相关因素分析

冯　薇 1 、 朱好辉 1 、 史玉洁 2 、 郭晓静 3

【摘要】目的　分析长期服用奥氮平患者的肝脏超声特点及相关因素。方法　选取 2016 年 6 月

~2019 年 2 月期间我院治疗的 152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回顾分析，根据服用奥氮平的时间分为短

期组（持续服药≤ 6 个月）和长期组（持续服药≥ 2 年），每组 76 例，对比两组患者的肝脏超声特点，

应用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肝脏超声特点的影响因素。结果　长期组胆囊结石、肝内

胆管结石、脂肪肝的发生率明显高于短期组，但两组患者胆囊炎、肝弥漫性损害的发生率无统计学

差异（P> 0.05）；胆囊结石、肝内胆管结石、脂肪肝为肝脏超声异常的相关因素，而胆囊炎、肝弥漫

性损害与肝脏超声异常无明显的相关性；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长期服药、胆囊结石、肝内

胆管结石、脂肪肝为肝脏超声异常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长期服用奥氮平导致患者容易出现肝脏异

常，且胆囊结石、肝内胆管结石、脂肪肝为肝脏超声异常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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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liver ultrasound and related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long-term using olanzapine 
　　FENG Wei，ZHU Haohui，SHI Yujie，et al. Hebi City People's Hospital Ultrasonic Division，Hebi 45803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sis of liver ultrasound characteristics and related factors in patients taking long-

term olanzapine.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152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6 to February 2019 was conducted. The time of taking olanzapine was divided into short-term group（Continuous 

medication ≤ 6 months）and long-term group（Continuous medication ≥ 2 years），76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har-

acteristics of liver ultrasound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iver ultrasound charac-

teristic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gallbladder stones，intrahepatic bile duct stones and fatty liver in the 

long-term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short-term group，bu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cholecystitis and diffuse liver injury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Un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gallstones，intrahepatic bile duct stones，and fatty liver were related factors of liver ultrasound abnormalities，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cholecystitis，diffuse liver damage and liver ultrasound abnormalities. Mul-

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gallstones，intrahepatic bile duct stones，and fatty liver were indepen-

dent risk factors for liver ultrasound abnormalities. Conclusion　Long-term use of olanzapine may lead to drug-induced 

liver abnormal in patients，and gallstones，intrahepatic bile duct stones，and fatty liver a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liver ultrasound abnorm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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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常见的重性精神障碍，给患

者和社会带来严重的疾病负担［1-3］。患者往往需要长

期服用奥氮平等抗精神分裂的药物，而长期服用药

会给患者的肝脏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害，甚至导致肝

衰竭［4］，但目前临床中对于本方面的研究较少，因

此，本研究分析长期服用奥氮平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的肝脏超声特点，报道如下：

1　研究方法

1.1 资料与方法

选取 2016 年 2 月 ~2019 年 2 月期间我院进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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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的 152 例精神分裂的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①全部患者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三版》的诊断标准；②年龄 18~75 岁；③均为首次发

病者；④入院前未有肝肾损害且肝脏超声未见异常；

⑤入院前均未服用任何抗精神疾病的药物；⑥未患有

其他系统的严重疾病；⑦依从性好。排除标准：①不

符合纳入标准者；②患有病毒性肝炎、肝脏肿瘤等肝

脏疾病者；③存在血糖异常、血脂异常者。两组患者

年龄、性别、BMI 等一般情况无显著差异（P>0.05）。
表1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组别 n 年龄（岁） 性别（男/女） BMI（kg/m2）

短期组 76 32.59±2.36 25/51 20.43±2.36

长期组 76 32.41±2.37 27/49 20.41±2.38

t/χ2 0.469 0.117 0.052

P 0.320 0.732 0.479

1.2　方法

1.2.1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予奥氮平（国药

准字 H20010799）治疗，首次用药剂量为 10mg/ 次，

每日 1 次，用药 2W 后根据患者的病情进行适当的调

整用药剂量至 5~10mg/ 次，每日 1 次，长期组患者

持续服药≥ 2 年，短期组患者持续服药≤ 6 个月。

1 .2 .2　 检 查 方 法 　 肝 脏 超 声 检 查 方 法：应

用 P H I L I P S  E P I Q  7C  超 声 诊 断 仪 （ 探 头 频 率

3.5-5.0MHz），患者在检查前应空腹至少 8 小时，检

查时患者取仰卧位及侧卧位，充分的暴露上腹部，

超声探头于右肋间、肋缘下及剑突下等部位，进行

纵、横及斜切面扫查，扫查肝脏的形态、结构、内

部回声、毗邻关系等。所有检查均由一名医生完成。

1.3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使用 SPSS 22.0 进行处理，计数资料用

率（％）表示，使用 χ2 检验进行比较；计量资料用

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使用 t 检验进行比较。

应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肝脏超声异常的独立危险因

素，及其比值比（Odds ratio，OR）和 95％的置信区

间。P<0.05 认为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肝脏超声特征对比

长期组患者肝脏超声异常率显著高于短期组，

其中胆囊结石、肝内胆管结石、脂肪肝明显高于短

期组（P<0.05），但两组间胆囊炎和肝弥漫性损害不

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表2　两组患者肝脏超声特征对比［n（％）］

组别 胆囊结石 胆囊炎 肝内胆管结石 脂肪肝 肝弥漫性损害 肝脏超声异常率

短期组 1（1.32） 8（10.53） 2（2.63） 5（6.58） 1（1.32） 17（22.37）

长期组 8（10.53）△ 14（18.42） 9（11.84）△ 23（30.26）△ 4（5.26） 58（76.32）△

χ2 4.252 1.913 4.802 14.184 0.827 44.245

P 0.039 0.167 0.028 0.000 0.363 0.000

注：与短期组相比，△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2　肝脏超声异常的相关危险因素的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胆囊结石

（OR=11.743，P=0.024）、肝内胆管结石（OR=6.486，

P=0.024）、脂肪肝（OR=7.313，P=0.000）为肝脏超

声异常的危险因素，胆囊炎与肝弥漫性损害无明显

相关性，见表 3。

2.3　肝脏超声异常的相关危险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多因素 Logist 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长期服药

（OR=2.013，P=0.041）、胆囊结石（OR=12.833，

P=0.018）、肝内胆管结石（OR=5.650，P=0.036）、

脂肪肝（OR=7.191，P=0.000）是影响肝脏超声特点

的独立危险因素，见表 4。

表3　肝脏超声异常的相关危险因素的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因素 β 标准误Wals χ2 P OR
95％ C. I. 

下限 上限

胆囊结石 2.463 1.092 5.084 0.024 11.743 1.380 99.914 

胆囊炎 0.529 0.540 0.958 0.328 1.697 0.589 4.891 

肝内胆管结石 1.870 0.831 5.064 0.024 6.486 1.273 33.053 

脂肪肝 1.990 0.540 13.581 0.000 7.313 2.538 21.070 

肝弥漫性损害 1.831 1.165 2.472 0.116 6.240 0.637 61.170 

3　结果

精神分裂症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和社

会工作能力［5-6］。发病率约为 0.5％~0.8％，给家庭和

社会带来严重负担［7］。抗精神病药物长期使用可能增

加肝脏的负担，出现药源性肝脏损害，受到了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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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广泛重视［8］。本研究发现：长期组患者肝脏超

声异常率显著高于短期组（P<0.05），其中胆囊结石、

肝内胆管结石和脂肪肝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单因素和多因素研究发现：胆囊结石、肝内胆管结石

和脂肪肝是肝脏超声异常的独立危险因素。

奥氮平是一种常用的非典型的抗精神分裂的药

物 ［9-10］，进入体内后主要通过肝脏内细胞色素氧化酶

P450 的亚型 CYP1A2 氧化代谢，故长期服用奥氮平会

增加肝脏负担，导致肝脏损害。本研究发现：脂肪肝

与长期使用奥氮平更具有相关性，可能的原因包括：

奥氮平导致患者的食欲增强，摄食率增加，从而导致

患者体内血脂含量增加［11-13］；另一方面认为奥氮平具

有镇静的作用，使得患者活动量减少，机体的能量过

剩，从而使患者的 BMI 增加，血脂代谢出现异常，故

而长期服用奥氮平可导致体内脂肪堆积，诱导脂肪

肝的发生。本研究还发现：长期服用奥氮平与胆囊结

石、肝内胆管结石具有相关性，一方面由于奥氮平具

有拮抗胆碱能受体的作用，使得胆囊平滑肌的收缩功

能下降，从而导致胆汁淤积，形成结石［14］；另一方面

长期服用奥氮平会导致外周血液中胆囊收缩素的含量

下降，从而导致胆囊收缩功能减退，胆汁排泄异常，

形成结石［15］。既往研究发现奥氮平可能导致肝脏弥漫

性损害，主要由于奥氮平可与其体内的免疫蛋白相互

作用缩合成抗原，经巨噬细胞的处理后被免疫细胞识

别，引起炎症反应，从而导致肝脏细胞出现变性、坏

死［11-12］，但本研究未发现长期使用奥氮平和肝脏弥漫

性损害的相关性，可能由于研究的样本数较少，而且

样本来源较为单一。进一步需要更大样本的研究。

综上所述，长期服用奥氮平的患者可出现不同

程度的肝脏异常，且胆囊结石、肝内胆管结石、脂

肪肝是肝脏超生异常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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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肝脏超声异常的相关危险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因素 B 标准误Wals χ2 P OR
95％ C. I. 

下限 上限

长期服药 0.701 0.342 4.204 0.041 2.013 1.032 3.926

胆囊结石 2.556 1.081 5.593 0.018 12.883 1.549 107.131 

肝内胆管结石 1.732 0.826 4.396 0.036 5.650 1.119 28.519 

脂肪肝 1.973 0.535 13.587 0.000 7.191 2.519 20.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