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喹硫平与阿立哌唑合用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空腹血糖、血脂的影响

汪　洋 1 、 张　磊 2 、 金　珺 1 、 徐　平 1

【摘要】目的　探讨喹硫平与阿立哌唑合用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空腹血糖、血脂的影响。方法　随

机选取 2016 年 8 月 ~2018 年 8 月我院精神分裂症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 2 组：一组喹硫平与阿立哌唑

合用组（合用组，30 例），一组单用喹硫平组（单用组，30 例），统计分析两组患者的空腹血糖、血

脂、PANSS 评分、临床疗效、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合用组患者的 GLU、TG、LDL 水平均显

著低于单用组（P< 0.05），G 分、N 分、P 分、PANSS 总分均显著低于单用组（P< 0.05），治疗的总有

效率 93.3％（28/30）显著高于单用组 76.7％（23/30）（P< 0.05）。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13.3％（4/30）和 13.3％（4/30），无明显差异（P> 0.05）。结论　喹硫平与阿立哌唑合用较单用喹硫

平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空腹血糖、血脂的影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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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quetiapine combined with aripiprazole on blood glucose and blood lipid inpatients with schizo-
phrenia　　WANG Yang，ZHANG Lei，JIN Jun，et al. Wujiang District Mental Rehabilitation Hospital，Suzhou 
2152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quetiapine combined with aripiprazole and quetiapine alone 

on fasting blood glucose and blood lipids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Method　Sixty cases of patients with schizo-

phrenia in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16 to August 2018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one group 

were treated by quetiapine and aripiprazole（combined group，30 cases），another group were quetiapine（single-use 

group，30 cases），the fasting blood glucose，blood lipids，PANSS scores，clinical efficacy and adverse reac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The GLU，TG，and LDL levels of the combin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single-use group（P<0.05）. The G，N，P scores and PANSS total score in the 

combin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single-use group（P<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93.3％, 28/30）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single-use group（76.7％.23/30））（P<0.05）.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of incidences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13.3％（4/30），13.3％（4/30）］（P>0.05）.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quetiapine and aripiprazole has less effect on fasting blood glucose and blood lipid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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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糖

脂代谢日益得到重视［1］。阿立哌唑对糖脂代谢影响

较小。国外研究发现合用阿立哌唑后患者具有显著

较低的 TG、LDL 水平［2］。本研究探讨了喹硫平与阿

立哌唑合用及单用喹硫平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空腹血

糖、血脂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 2016 年 8 月 ~2018 年 8 月我院精神分

裂症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 2 组：一组喹硫平与阿立

哌唑合用组（合用组，30 例），一组单用喹硫平组

（单用组，30 例）。合用组患者中男性 17 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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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例，年龄 18~60 岁，平均（39.5±6.5）岁；发病年

龄 26~32 岁，平均（24.3±4.6）岁；病程 1~2 年，平

均（1.0±0.3）年；体重 43~78kg，平均（61.3±7.7）

kg。单用组患者中男性 16 例，女性 14 例，年龄

19~60 岁，平均（40.2±7.6）岁；发病年龄 27~32 岁，

平均（25.1±4.8）岁；病程 1~2 年，平均（1.2±0.4）

年；体重 44~78kg，平均（62.2±7.5）kg。两组患者

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不显著（P>0.05）。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均为成年人；2）均符合精神分裂

症的诊断标准［3］；3）均未应用过抗精神病药物。排

除标准：1）有躯体与神经系统疾病；2）有高血压病

史；3）近 3 个月内服用过抗精神病药物。

1.3　方法

单用组患者接受单用喹硫平治疗，让患者口

服 50mg 喹硫平（国药准字 H20030742），每天 2 次，

2 周内依据患者的实际病情将治疗剂量逐步增加

到 200~350mg，每天 2 次，2 周为 1 个疗程，共治

疗 3 个疗程；合用组患者接受喹硫平与阿立哌唑合

用治疗，同时让患者口服 5mg 阿立哌唑（国药准字

H20041506），每天 2 次，2 周为 1 个疗程，共治疗 3
个疗程。

1.4　观察指标

治疗前后清晨 6：30 将两组患者的 5ml 空腹肘

静脉血采集下来，离心后采用北京中生北控生产的

日立 7180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运用葡萄糖氧化酶

法对两组患者的空腹血糖（GLU）水平进行测定，运

用酶法对两组患者的三酰甘油（TG）水平进行测定，

运用氧化酶法对两组患者的总胆固醇（TCH）水平进

行测定，运用胆固醇氧化酶法对两组患者的高密度

脂蛋白（HDL）水平进行测定，运用匀相测定法对两

组患者的低密度脂蛋白（LDL）水平进行测定。同时，

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对两组患者的临

床症状进行评定，内容包括一般病理症状（G）、阴

性症状（N）、阳性症状（P）［4］。此外，统计两组患者

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5　疗效评定标准

依据 PANSS 减分率，0~24％评定为无效、25％

~49％评定为有效、50％~-74％评定为显效、75％

~100％评定为痊愈［5］。

1.6　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用（x±s）表示，用 t 检验；计数资料

用率表示，用 χ2 检验。采用 SPSS21.0，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空腹血糖、血脂变化

情况比较

合用组治疗后的 GLU、TG 水平均显著高于治疗

前（P<0.05），但治疗前后的 TCH、HDL、LDL 水平

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P>0.05）；单用组患者治疗后

的 GLU、TG、LDL 水平均显著高于治疗前（P<0.05），

但治疗前后的 TCH、HDL 水平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

（P>0.05）。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GLU、TG、TCH、

HDL、LDL 水平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P>0.05），治

疗后合用组患者的 GLU、TG、LDL 水平均显著低于

单用组（P<0.05），但两组患者的 TCH、HDL 水平之

间的差异均不显著（P>0.05），具体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空腹血糖、血脂变化情况比较

（mmol/L，x±s）

组别 时间 GLU TG TCH HDL LDL

合用组（n=30）治疗前 4.5±1.3 1.06±0.40 4.3±1.6 1.2±0.2 2.3±0.4

治疗后 5.0±1.4 1.36±0.26 4.6±1.5 1.2±0.4 2.5±0.3

单用组（n=30）治疗前 4.7±1.3 0.96±0.31 4.6±1.1 1.3±0.2 2.2±0.5

治疗后 5.4±1.3 1.58±0.31 5.0±1.5 1.2±0.3 3.0±1.0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PANSS 评分变化情况

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 G 分、N 分、P 分、PANSS

总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P<0.05）；治疗前两组患者

的 G 分、N 分、P 分、PANSS 总分之间的差异均不

显著（P>0.05），治疗后合用组患者的 G 分、N 分、

P 分、PANSS 总分均显著低于单用组（P<0.05），具

体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PANSS评分变化情况比较（分，x±s）

组别 时间 G分 N分 P分 总分

合用组（n=30）治疗前 33.3±6.6 21.5±5.7 23.6±4.8 77.6±13.7

治疗后 16.7±5.8 8.7±3.1 8.9±1.4 33.5±10.9

单用组（n=30）治疗前 33.2±7.7 21.5±6.7 23.6±5.3 78.5±12.8

治疗后 21.1±5.7 11.0±3.0 11.3±3.1 41.6±7.5

2.3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合用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 93.3％（28/30）显

著高于单用组 76.7％（23/30）（P<0.05），具体见表 3。

2.4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13.3 ％（4/30）、

13.3％（4/30）之间的差异不显著（P>0.05），具体见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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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合用组（n=30） 11（36.7） 13（43.3）4（13.3） 2（6.7） 28（93.3）

单用组（n=30） 7（23.3） 8（26.7） 8（26.7） 7（23.3） 23（76.7）

χ2 14.45

P <0.05

表4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例/％）

组别 呕吐 头疼 失眠 嗜睡 总发生

合用组（n=30） 1（3.3） 2（6.7） 1（3.3） 0（0） 4（13.3）

单用组（n=30） 1（3.3） 1（3.3） 0（0） 2（6.7） 4（13.3）

χ2 0.00

P >0.05

3　讨论

喹硫平对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血糖、血脂影

响较大［6］，还明显增加 TG 水平［7］。引发精神病患者

出现高血脂［8］。这可能和喹硫平可以阻断 H1 受体，

导致患者多吃多睡有关。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中，

阿立哌唑对糖脂代谢影响最小。阿立哌唑不但不会

促进患者空腹胰岛素水平的降低，反而会促进患者

空腹胰岛素水平的增加，几乎不影响患者血糖。多

巴胺 D2 受体激动剂能够在下丘脑的某些区域作用，

促进进食的减少。而阿立哌唑是多巴胺 D2 受体的部

分激动剂，因此可能能够减轻喹硫平所致的体重增

加，从而促进患者血糖、血脂水平的提升［9］。研究

表明：合用阿立哌唑能够在极大程度上减弱喹硫平对

精神分裂症患者糖脂代谢的影响［10］。

本研究结果发现：合用组患者的 GLU、TG、

LDL 水平均显著低于单用组（P<0.05），G 分、N

分、P 分、PANSS 总分均显著低于单用组（P<0.05），

治疗的总有效率 93.3％（28/30）显著高于单用组

76.7％（23/30）（P<0.05）。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

率 13.3％（4/30）、13.3％（4/30）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P>0.05），和上述相关医学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是个初步研究，样本量较小，观察时间

也比较短，所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

论。综上所述，本研究初步说明：喹硫平与阿立哌唑

合用较单用喹硫平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空腹血糖、血

脂的影响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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