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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立哌唑与奥氮平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疗效及其对糖脂代谢的影响的比较

高　伟 1 、 于奇晋 2 、 谭云春 1 、 郑　勇 1

【摘要】 目的　比较阿立哌唑与奥氮平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疗效和对糖脂代谢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1 月 ~2019 年 5 月我院收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共 100 例，随机分成对照组、研究

组，每组 50 例。对照组使用奥氮平治疗，研究组使用阿立哌唑治疗。对比观察两组患者的疗效，比

较治疗前后的血糖及血脂水平、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统计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研

究组总有效率为 94％（47/50），对照组为 90％（45/50），二组无统计学差异（P> 0.05）；研究组治

疗后空腹血糖及 PANSS 评分低于对照组（P< 0.05）；治疗后，研究组血脂各指标显著优于对照组

（P< 0.05）；研究组 4 例出现不良反应，对照组 3 例出现不良反应，二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无统计学差

异（P> 0.05）。结论　阿立哌唑与奥氮平治疗精神分裂症都可取得满意疗效，且安全性高，但是阿

立哌唑对血脂及血糖的影响比奥氮平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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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aripiprazole and olanzapine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their influence on glucose and 
lipid metabolism　　GAO Wei，YU Qijin，TAN Yunchun，et al. Hanzhong railway central hospital，Hanzhong 
72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icacy of aripiprazole and olanzapine in 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and their effects on glucose and lipid metabolism. Method　From November 2016 to May 2019，100 schizophrenic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research group，5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

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olanzapine and the study group was treated with aripiprazol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and the levels of blood sugar and lipid，positive and negative symptoms scale（PANS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as count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4％（47/50）in the study group，which was no difference with the control group（90％）（P>0.05）. The fasting 

blood sugar and PANSS score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P<0.05）. 

After treatment，the indexes of blood lipid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4 cases in the study group had adverse reactions，3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had adverse reac-

tions，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Aripiprazole and olanzapine are both effective and safe in 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but the influ-

ences of aripiprazole on blood lipid and blood sugar is less than that of olanzap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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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导致患者在思维、感知觉意志行为、

以及情感等多个方面出现异常，严重影响患者的身

心健康和生存质量［1-2］。药物治疗是目前的首选治疗

方式，阿立哌唑与奥氮平是较常用的两种药物［3］。

本文选择 100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来比较阿立哌唑与

奥氮平的疗效和对糖脂代谢的影响，报道如下。

1　资料及方法

1.1　一般资料

［作者工作单位］1. 陕西省汉中市铁路中心医院（汉中，723000）；2. 陕西省汉中市中心医院。

［第一作者简介］高伟（1978.03-），男，陕西汉中人，本科，主治医师，研究方向：精神分裂等疾病临床研究。

［通讯作者］高伟（Email：12730279@qq.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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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16 年 11 月 ~2019 年 5 月为时间段，选择我

院收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共 100 例，随机分成对照

组、研究组，每组 50 例。纳入标准：（1）符合《国

际疾病分类（ICD）-10》［4］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

准；（2）年龄 20~50 岁，男女不限；（3）自愿参与本

次研究，且签署有知情同意书；（4）本研究经医院

伦理会批准同意。排除标准：（1）不愿参与研究者；

（2）年龄超过 50 岁或者年龄低于 20 岁的患者；（3）
合并有心脑血管疾病、严重心肝肾功能障碍者；（4）
药物过敏、禁忌症患者；（5）激素依赖性患者；（6）
临床资料不齐全者；（7）肢体障碍患者；（8）妊娠期

或者哺乳期女性。对照组，28 例男性，22 例女性；

年龄在 24~49 岁之间，平均年龄（34.95±3.41）岁；

病程在 3 个月 ~5 年之间，平均病程（3.19±0.78）年。

研究组，29 例男性，21 例女性；年龄在 21~50 岁之

间，平均年龄（35.41±4.82）岁；病程在 2 个月 ~7 年

之间，平均病程（3.45±0.41）年。基本资料对比无

统计学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通过奥氮平治疗，研究组通过阿立哌

唑治疗。具体用药方法如下：（1）奥氮平（国药准

字 H20010799，规格 10mg*7s），口服用药，初始

剂量设定 5mg/d，随后，逐渐增加，2 周内，达到

10-30mg/d，此后，维持该剂量；（2）阿立哌唑（国

药准字 H20060521，5mg*20s），口服用药，初始剂

量设定 5mg/d，随后，慢慢增加剂量，2 周内，达到

10～30mg/d 且维持该剂量。两组患者持续用药 4 周。

1.3　观察指标与疗效评定

1.3.1　临床疗效　根据 PANSS 评分降低情况，

判断疗效：（1）显效，临床症状基本消失，且相比

治疗前，PANSS 评分降低幅度超过 75％；（2）有效，

临床症状及体征有所改善，相比治疗前，PANSS 评

分降低 25％~74％；（3）无效，临床症状及体征并无

改善，甚至加重，而且相比治疗前，PANSS 评分降

低低于 25％［5］。

1.3.2　血糖与症状指标　对比观察两组患者治

疗前后的空腹血糖及 PANSS 评分。

1.3.3　血脂水平　比较患者治疗前后的血脂指

标，包括 TC、TG、HDL-C、LDL-C。

1.3.4　不良反应　统计患者用药期间出现的不

良反应。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经 SPSS 20.0 软件分析。t 检验计量资料（x

±s），且 χ2 检验计数资料［n（％）］，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疗效

二组比较，研究组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而

组间并无统计学差异（P>0.05）。详细情况见表 1。
表1　观察评价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50 19 28 3 47（94％）

对照组 50 17 28 5 45（90％）

χ2 - - - - 1.087

P - - - - 0.297

2.2　空腹血糖与 PANSS 评分

比较显示，研究组治疗后的空腹血糖及 PANSS

评 分 低 于 对 照 组 ， 二 组 比 较 ， 存 在 统 计 学 差 异

（P<0.05）。如表 2 所示。
表2　观察比较患者的空腹血糖以及PANSS评分

组别 例数
空腹血糖（mmol/L） PANSS评分（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50 4.58±0.51 4.65±0.54 262.84±61.24 91.47±5.68

对照组 50 4.52±0.56 5.18±0.71 261.02±58.96 99.84±4.12

t - 0.857 6.892 0.725 5.612

P - 0.215 0.000 0.314 0.000

2.3　血脂指标

二组患者治疗前的血脂指标比较无明显差异

（P>0 .05）；但治疗后组间比较存在统计学差异

（P<0.05）。如表 3 所示。
表3　观察比较患者治疗前后的血脂指标［n=50，mmol/L］

指标 时间 研究组 对照组 t P

TC 治疗前 4.00±0.41 4.01±0.45 0.873 0.214

治疗后 4.02±0.35 4.59±0.41 5.698 0.000

TG 治疗前 1.09±0.31 1.11±0.27 0.701 0.315

治疗后 1.10±0.25 1.43±0.34 5.025 0.000

HDL-C 治疗前 1.33±0.24 1.31±0.29 0.461 0.581

治疗后 1.31±0.19 1.23±0.15 7.941 0.000

LDL-C 治疗前 2.04±0.51 2.07±0.34 0.581 0.394

治疗后 2.10±0.37 2.67±0.41 5.234 0.000

2.4　不良反应

统计显示，研究组与对照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并无统计学差异（P>0.05）。如表 4 所示。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9 年第 46 卷第 6 期- 996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表4　统计比较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组别 例数 体重增加 头痛 嗜睡 合计

研究组 50 2 1 1 4（8％）

对照组 50 1 1 1 3（6％）

χ2 - - - - 0.307

P - - - - 0.579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一组常见的严重精神疾病，多在

青壮年期起病［6-8］。该病的病因尚不明确，与个体心

理的易感素质和不良的外部环境有关［9-12］。阿立哌唑

与奥氮平是治疗该病的常用药［13］。本研究显示：研

究组总有效率为 94％，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8％，对

照组分别为 90％、6％，说明两者在疗效和不良反

应发生率方面没有明显差异，这与曹玉婷，刘冬，

夏恩彩［14］的研究结果一致。阿立哌唑，属于多巴胺

（DA）系统的稳定剂，对突触前多巴胺 D2 受体存在

弱激动作用，而具有拮抗突触后 D2 受体的作用，对

阳性、阴性症状都有效。奥氮平具有拮抗 DA 受体、

胆碱能受体与 5-HT 受体的作用，可缓解精神分裂症

阳性、阴性症状［15］。故此，笔者认为，阿立哌唑与

奥氮平都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有效药，且安全性高。

 本研究还发现：两组患者在治疗之前的血脂、

空腹血糖及 PANSS 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治

疗后，两组有明显差异（P<0.05）。陶桂凤［16］在《阿

立哌唑与奥氮平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疗效和对糖

脂代谢影响的对比研究》一文中选择 94 例精神分裂

症患者且分成对照组与研究组，研究组用奥氮平治

疗，而对照组用阿立哌唑治疗。结果显示，治疗前，

两组患者的血脂及空腹血糖 PANSS 评分差异不大

（P>0.05），而通过不同方式治疗后，研究组 TC（4.59
±0.50）mmol/L，TG（1.43±0.50）mmol/L，HDL-C

（1.23±0.20）mmol/L，LDL-C（2.62±0.40）mmol/L，

FBG（5.16±0.66）mmol/L，PANSS 评分（101.37±

16.36）分，与对照组的（4.08±0.46）、（1.10±0.30）、

（1.31±0.20）、（2.10±0.36）、（4.60±0.57）、（97.86±

15.32）有明显差异（P<0.05）。本研究与陶桂凤的研

究结果基本一致，因为笔者认为相比奥氮平，阿立

哌唑对血糖、血脂的影响更小一些。本研究样本量

小，观察时间短，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观察两种药

物的长期疗效和对糖脂代谢的影响。

综上所述，阿立哌唑与奥氮平都是治疗精神分

裂症的常用药，而且不良反应少，安全性高。相比

奥氮平，阿立哌唑对血脂及血糖的影响更小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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