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9 年第 46 卷第 6 期 - 997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阿立哌唑对阴性症状为主的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神经营养因子和脂质
代谢指标水平的影响

程　波 、 王　燕 、 周君亚

【摘要】目的　研究阿立哌唑对阴性症状为主的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神经营养因子和脂质代

谢指标水平的影响。方法　将我院 80 例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以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

组 40 例。观察组给予阿立哌唑治疗，对照组给予奥氮平治疗。对比两组治疗前后阳性与阴性症状评

分（PANSS）、神经生长因子（NGF）、神经营养因子 3（NT3）、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总胆

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各项

指标变化和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两组治疗后阳性症状、阴性症状、精神病理、总分各项分值

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治疗后 NGF、NT3、BDNF 水平显著高于治疗前（P< 0.05）。

观察组治疗后 TG、TC、HDL-C、LDL-C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两组用药期间肝肾功能

检查无异常。结论　奥氮平与阿立哌唑均可提高阴性症状为主的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NGF、NT3、

BDNF 水平，治疗效果满意，但阿立哌唑不影响患者血脂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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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aripiprazole on serum neurotrophic factor and lipid metabolism in elderly schizophrenic pa-
tients with negative symptoms　　CHENG Bo，WANG Yan，ZHOU Junya. The fifth people hospital of Kaifen City，
Kaifeng 47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aripiprazole on serum neurotrophic factor and lipid metabolism in el-

derly schizophrenic patients with negative symptoms. Methods　Eighty elderly schizophrenic patients with negative symp-

toms in our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observation 

group（n=40）was treated with aripiprazole and the control group（n=40）with olanzapine. The scores of PANSS，the level 

of NGF，NT3，BDNF，TG，TC，hdl-c，ldl-c and the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
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cores of positive symptoms，negative symptoms，psychopathology and 

total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P>  0.05）. After treatment，the levels of NGF，NT3 and BDNF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P<  0.05）. After treatment，the levels of TG，TC，

HDL-C and LDL-C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There 

were no no abnormalities in function of liver and kidney tests in both groups. Conclusion　Both olanzapine and aripiprazole 

can improve NGF，NT3 and BDNF levels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negative symptoms of schizophrenia，and the clinical ef-

fect is satisfactory，but aripiprazole does not affect the blood lipid metabolism of patients.

【Key words】Aripiprazole；Negative symptoms；Senile schizophrenia；Neurotrophic factor

[ 作者工作单位 ] 开封市第五人民医院（开封，475000）。

[ 第一作者简介 ] 程波（1973.05-），男，河南开封人，本科，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 : 精神分裂症。 

[ 通讯作者 ] 程波 (Email:1876765712@qq.com)。

精神分裂症是常见的重性精神疾病，其阴性症

状的治疗效果较差［1，2］。治疗精神分裂症以第二代

抗精神病药物为主［3］，本研究比较奥氮平与阿立哌

唑对阴性症状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效果和不良反应，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选取我院 2017 年 4 月 ~2018 年 4 月收治的 80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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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纳入研究对象，以随机数表法

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40 例。其中观察组：男

21 例，女 19 例；年龄 66~82 岁，平均（74.45±5.24）
岁；病程 5~16 个月，平均（11.50±3.28）个月；身体

质量指数（BMI）：20~23kg/m2，平均（21.43±1.40）

kg/m2；临床分型：偏执型 26 例，未分化型 14 例；对

照组：男 20 例，女 20 例；年龄 66~82 岁，平均（74.42
±5.31）岁；病程 5~16 个月，平均（11.44±3.30）个

月；BMI：20~23kg/m2，平均（21.41±1.37）kg/m2；临

床分型：偏执型 25 例，未分化型 15 例；两组基础资

料性别、年龄、病程、BMI 等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次研究经我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后实施。

1.2　纳入标准

（1）符合《国际疾病分类（ICD--10）应用指导

手册》［4］中老年精神分裂症相关诊断标准，且阳性与

阴性症状评分（PANSS）总分≥ 70 分，阴性症状评

分≥ 30 分；（2）65~85 岁；（3）患者加家属知晓本次

研究目的、方法后自愿参与，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3　排除标准

（1）已知对本次研究用药过敏者；（2）近 3 个

月内有其它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史；（3）伴有严重感

染或严重内分泌障碍者；（4）伴有糖尿病、高血压

等疾病或严重肥胖者；（5）严重肝肾功能障碍或恶

性肿瘤患者。

1.4　方法

（1）观察组给予阿立哌唑治疗，初始剂量 5mg/d，

2 次 /d，随后每 3~5d 增加 5mg/d，日最大用药剂量≤

30mg/d，连续用药 3 个月；（2）对照组给予奥氮平治

疗，用药剂量 5~20mg/d，2 次 /d，连续用药 3 个月。

1.5　观察指标

（1）对比两组治疗后 PANSS 评分，参照阳性

与阴性症状量表［5］进行评估，该量表由阳性量表（7
个项目）、阴性量表（7 个项目）、精神病理量表组成

（16 个项目），共计 30 个项目，其中阳性量表分值

范围 7~49 分、阴性量表分值范围 7~49 分、精神病

理量分值范围 16~112 分，得分越高患者精神疾病越

严重；PANSS 评分在患者用药 3 个月后返院复查时评

估；（2）对比两组治疗前后血清神经营养因子浓度，

两组患者均在入院及治疗后 3 个月返院复查时抽取

空腹静脉血 7mL，经离心后送检，神经生长因子

（NGF）、神经营养因子 3（NT3）、脑源性神经营养因

子（BDNF）使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试剂盒由武

汉优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各项指标检测均

依据试剂盒操作说明进行；（3）对比两组治疗前后

脂质代谢指标，血清抽取方式同上，总胆固醇（TC）、

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均使用日立 7600~100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其中 TC 使用氧化酶法检

测，试剂盒由上海丰汇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TG 使用甘油磷酸氧化酶 - 过氧化物酶法检测，试剂

盒由宁波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HDL-C

使用化学修饰酶法检测，LDL-C 使用选择性可融化

法检测，试剂盒均由 Kyowa Medex Co. Lid 提供；各项

指标检测均依据试剂盒操作说明进行；（4）用药安

全性分析，统计两组患者用药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

况，并在患者每月返院复查时行肝肾功能检查。

1.6　统计学方法

选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

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行 t 检验；计数资料

以（％）表示，组间比较行 χ2 检验，以 P<0.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后 PANSS 评分对比

两组治疗后阳性症状、阴性症状、精神病理、总

分各项分值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治疗后PANSS评分对比 ［分，（x±s）］

组别 阳性症状 阴性症状 精神病理 总分

观察组（n=40）21.42±5.34 10.15±3.54 14.28±5.48 45.85±14.36

对照组（n=40）21.45±5.37 10.13±3.50 14.27±5.40 45.85±14.27

t 0.025 0.025 0.008 0.000

P 0.980 0.980 0.994 1.000

2.2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神经营养因子对比

两组治疗前后 NGF、NT3、BDNF 水平组间对

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 NGF、

NT3、BDNF 水平显著高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2。

2.3　两组治疗前后脂质代谢指标对比

观察组治疗后 TG、TC、HDL-C、LDL-C 水平显

著低于对照组治疗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治疗前后 TG、TC、HDL-C、LDL-C 水平对

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治疗后 TG、

TC、HDL-C、LDL-C 水平显著高于治疗前，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2.4　用药安全性分析 

两组用药期间均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肝肾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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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检查无异常。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发病机制尚未明确，研究发现精神

分裂症的发病与 NGF、NT3、BDNF 密切相关，发病

后 NGF、NT3、BDNF 水平会显著降低，并与认知功

能的损害程度呈现出正相关［6］。阿立哌唑是一种抗

精神病药物，可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症状，

是治疗该疾病的常用药物之一，但国内使用阿立哌

唑治疗阴性症状为精神分裂症时却鲜有关注 NGF、

NT3、BDNF 变化。为此本次研究对比奥氮平、阿立

派挫治疗阴性症状老年精神分裂症临床疗效的同时，

对患者体内 NGF、NT3、BDNF 水平变化进行观察，

为阴性症状老年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提供临床依据。

本研究发现：两组治疗后阳性症状、阴性症状、

精神病理、总分各项分值对比无显著差异，提示奥

氮平、阿立派唑治疗阴性症状老年精神分裂症均可

获得满意的治疗效果。何国琪等［7］研究指出奥氮平

改善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效果显著，与本次研究结

果相符。奥氮平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常用药物之一，

能够与多巴胺受体、5-HT 受体结合，发挥拮抗作

用，而拮抗 5-HT 受体又与治疗阴性症状精神分裂症

有关，因此治疗后患者 PANSS 评分较低，而两组用

药后 PANSS 评分对比无显著差异，由此可见奥氮平、

阿立哌唑治疗阴性症状老年精神分裂临床效果相当。

本研究发现：两组治疗前后 NGF、NT3、BDNF 水

平组间对比无显著差异，但两组治疗后 NGF、NT3、

BDNF 水平显著高于治疗前，表明奥氮平、阿立派挫

可能都提高 NGF、NT3、BDNF 水平，改善患者临床

症状及认知功能损害程度。NGF、NT3、BDNF 是神

经元存活、分化必须的蛋白质分子，具有保护神经的

作用，NGF、NT3、BDNF 水平降低后则会导致神经

损伤［8］。本次研究中两组用药后 NGF、NT3、BDNF

水平显著提高，可能与阿立哌唑激活神经元信号传导

通路，促使 NGF、NT3、BDNF 合成、奥氮平对 5-HT

受体产生拮抗作用有关，与两组临床效果基本相当这

一结论符合。与万齐根等［9］研究结果基本相符。

本 研 究 还 发 现 ：观 察 组 治 疗 后 T G 、 T C 、

HDL-C、LDL-C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治疗后，且观

察组治疗前后 TG、TC、HDL-C、LDL-C 水平对比

无显著差异，表明奥氮平治疗阴性症状老年精神分

裂可导致血脂上调，这与既往研究结果相符［10］。而

阿立哌唑对患者血脂影响轻微。阿立哌唑是一种多

巴胺 D2 受体部分激动剂，D2 受体激动剂能够作用

于下丘脑，减少患者进食，而观察组用药后血脂无

显著变化，可能与阿立哌唑激活 D2 受体，减少患者

进食有关，与陈景华［11］的研究结果相符。

综上，奥氮平与阿立哌唑均可提高阴性症状老

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NGF、NT3、BDNF 水平，临床

效果满意，但奥氮平会提高血脂水平，阿立哌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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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神经营养因子对比 ［pg/moL，（x±s）］

组别
NGF NT3 BDNF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n=40） 33.40±8.33 45.73±13.22# 133.26±32.74 197.40±52.73# 3428.73±843.52 5278.78±1423.70#

对照组（n=40） 33.38±8.25 45.72±13.11# 133.30±33.24 197.24±52.58# 3429.84±844.60 5278.75±1423.43#

t 0.011 0.003 0.005 0.014 0.006 0.000

P 0.991 0.997 0.996 0.989 0.995 1.000

注：与治疗前对比，#P<0.05。

表3　两组治疗前后脂质代谢指标对比 ［mmol/L，（x±s）］

组别
TC TG HDL-C LDL-C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n=40） 3.25±1.06 3.26±1.09 1.24±0.52 1.25±0.54 1.35±0.52 1.36±0.58 2.11±1.01 2.14±1.06

对照组（n=40） 3.24±1.04 3.85±1.38# 1.24±0.50 1.93±0.99# 1.37±0.54 2.06±1.02# 2.13±1.04 2.85±1.51#

t 0.043 2.122 0.000 3.814 0.169 3.773 0.087 2.434

P 0.966 0.037 1.000 0.000 0.866 0.000 0.931 0.017

注：与治疗前对比，#P<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