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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ega-3 多不饱和脂肪酸改善非典型抗精神病药所致糖脂代谢异常的研究
进展

吴静怡 1，2 、 房茂胜 2

【摘要】精神分裂症患者较健康人群更容易出现代谢综合征，而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作为治疗精

神分裂症患者的首选药物，长期应用可导致患者糖脂代谢异常加剧。Omega-3 多不饱和脂肪酸是一

种人体营养必需脂肪酸，具有调节血脂水平、改善胰岛素抵抗等作用，本文主要对 Omega-3 多不饱

和脂肪酸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所致糖脂代谢异常的影响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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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常见的慢性重性精神疾病，

严重影响患者的精神和生活，临床上抗精神病药

物，尤其是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是主要的治疗措

施，但长期应用此类药物在改善精神症状的同时，

通常会导致血脂异常以及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包

括肥胖，高血糖以及高血压。Omega-3 多不饱和

脂肪酸（Omega -3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ω-3 

PUFAs）是一种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人体营

养必需脂肪酸，主要有α － 亚 麻 酸（α－linolenic 

acid，ALA）和二十二碳六烯酸（docosahexaenoic 

acid，DHA）以 及 二十碳五烯酸（eicosapentaenoic 

acid，EPA）。近年来，很多研究表明，长期服用 ω-3 

PUFAs 对调节人体的脂质代谢，降低患者并发糖尿

病的风险有着重要作用。

一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所致糖脂代谢异常的

现状

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疾病患者较

健康人群代谢综合征的患病率更高［1］。其原因是多

因素的，如遗传因素，生活方式因素，包括高吸烟

率、不良的饮食习惯、缺乏运动，另一个重要的风

险因素是使用抗精神病药物所产生的副作用。精神

分裂症患者在接受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前就表现出较

高比例的代谢异常［2］。

而药物会使机体的血糖血脂调节机制进一步

损伤，与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比较，非典型抗精神病

药物较少引起锥体外系副反应，但更易导致代谢紊

乱［3］，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中主要涉及到的第二代抗

精神病药物包括氯氮平、奥氮平、喹硫平、利培

酮、阿立哌唑以及齐拉西酮等。其中氯氮平和奥氮

平对血糖、血脂及体质量的影响最大［4］。精神分裂

症患者中糖尿病的发病率为普通人群的 ２ ～5 倍［5］。

Spertus 等的研究发现服用奥氮平和利培酮后患者体

重可增加 7％以上，且奥氮平较利培酮影响更大［6］。

而阿立哌唑和齐拉西酮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代谢几

乎没有影响 ［7］，甚至阿立哌唑还可以改善由其他抗

精神病药物引起的代谢异常［8］。氯氮平、奥氮平、

喹硫平、利培酮均会影响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而

对高密度脂蛋白和低密度脂蛋白没有较大影响［4］。

长期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导致糖脂代谢紊乱会影响心

肌供血，心电图呈缺血性改变，国内一项研究显示

26.2％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有心电图异常［9］。奥氮平被

认为是最能增加心脏代谢风险的一种药物［10］。

因药物引起的代谢综合征增加了精神分裂症患

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11］，此外，在心理

上，加重了患者的病耻感而影响其社会功能和人际

关系的发展，降低了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拒绝服药

或不规律服药，导致患者生活质量进一步恶化 。解

决或减轻这些药物副作用是治疗精神障碍患者，提

升他们服药依从性的一项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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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进展

1　ω-3 PUFAs 对糖代谢的影响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对多巴胺 DA 受体、5- 羟

色胺（5-HT）2a、2c 受体、肾上腺素能 a1 受体、胆

碱能毒蕈碱 M 受体、组胺 H1 受体有不同程度的阻断

和抑制效应［12］，使患者食欲增加，造成肥胖，从而

引起肥胖相关的胰岛素抵抗。有研究表明，精神分

裂症患者红细胞膜磷脂中 DHA 与 EPA 水平降低［13］，

而 EPA 的含量越低，饥饿感越强，富含 ω-3 PUFAs

的饮食可以增加红细胞膜 ω-3 PUFAs 的成份，从

而减轻饥饿感，减少食欲。GLUT1 与 GLUT4 分别

是红细胞和血脑屏障及肌肉和脂肪组织中的主要葡

萄糖转运体，ω-3 PUFAs 可能通过提高 GLUT1 与

GLUT4 蛋白的表达调节葡萄糖转运，促进机体对葡

萄糖的摄取。另外，ω-3 PUFAs 能上调肌肉组织中

胰岛素受体底物 1（IRS1）与糖原合成酶 1（GYS1）

的基因水平，促进机体对葡萄糖的利用。从而提高

胰岛素敏感性，改善胰岛素抵抗。胰高血糖素样肽

1（GLP-1）能促进胰岛β细胞分泌胰岛素并减少胰

岛 a 细胞分泌胰高血糖素，ω-3 PUFAs 通过上调

GLP-1 的释放促进胰岛素的分泌，从而降低血糖。

2　ω-3 PUFAs 对脂代谢的影响

脂肪细胞分泌的脂联素，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与

肥胖呈负相关的脂肪细胞特异性蛋白，脂联素可通

过肝和骨骼肌细胞中存在的受体，促进糖吸收和抑

制肝糖输出，刺激脂肪的氧化利用，降低血中游离

脂肪酸水平。瘦素是脂肪细胞分泌的另一种蛋白质

类激素，能促进机体减少食欲，增加能量释放，抑

制脂肪细胞的合成，生理水平的瘦素可减轻体重，

而病理水平的瘦素与体重呈正相关，肥胖者瘦素水

平的上升，会使机体瘦素受体敏感性降低，反而抑

制了其生物学效应。张晓明等的研究发现抗精神病

药物可引起精神分裂症患者体内脂联素水平降低

和瘦素水平升高［14］。一项 meta 分析研究表明 ω-3 

PUFAs 可增加 2 型糖尿病患者脂联素水平，降低血

清瘦素水平，改善肥胖相关的代谢障碍［15］。

此 外 ， 脂 肪 组 织 分 泌 的 肿 瘤 坏 死 因 子 a

（TNF-a）的增多会促进脂肪分解引起血浆游离脂

肪酸增加，导致胰岛素抵抗和高胰岛素血症。ω-3 

PUFAs 尤其是 DHA，可增加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

激活受体（peroxisome proliferators-activated receptor，

PPARγ活性，增强脂联素 mRNA 的表达，脂联素可

能通过抑制 TNF-a 通路增强胰岛素 PI-3K 通路，来

增强胰岛素敏感性，调节糖代谢。而 TNF-a 又对脂

联素基因表达起负调控作用，又进一步增强脂联素

mRNA 的表达，改善脂代谢。

3　ω-3 PUFAs 的临床应用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相关的血脂异常主要表现

为血清甘油三酯水平的显著升高［16-17］，研究发现，

ω-3 PUFAs 不仅可以降低健康人群中甘油三酯水

平，而且能显著改善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导致的甘

油三酯水平升高，且该作用对于血清 TG 水平高者效

果更明显［18］。一项 ω-3 PUFAs 对氯氮平治疗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影响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脂质

异常率很高，在服用 ω-3 PUFAs28 天后，患者的血

清甘油三酯水平显著下降［19］。Xu 等对 80 例长期服

用奥氮平单药治疗的有代谢综合征的精神分裂症患

者，进行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显示，ω-3 

PUFAs 能显著降低患者的甘油三脂水平，同时减少

了肿瘤坏死因子的水平，且甘油三酯水平降低程度

与肿瘤坏死因子降低程度显著相关，该研究表明奥

氮平长期治疗引起的代谢综合征与精神分裂症患者

肿瘤坏死因子的表达和产生增加有关，提示 omega-3
脂肪酸可能通过降低 TNF-alpha 的水平来改善甘油

三脂的浓度［20］。

 虽然 ω-3  PUFAs 能降低甘油三酯的特性是

已被证实的，在机制及动物研究中也支持了 ω-3 

PUFAs 对改善胰岛素抵抗，降低血糖的作用，但

在目前的临床研究中这一作用仍然存在着争议。

Behdani 等的研究发现 omega-3 脂肪酸的补充可以改

善服用氯氮平药物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包括体重、

BMI、腕部和腰围在内的一些人体测量指标。但对收

缩压和舒张压、血清 Hs-CRP 和空腹血脂无显著影

响，补充 omega-3 脂肪酸也不能改善精神分裂症患

者的空腹血糖浓度［21］。一项对奥氮平联合丙戊酸钠

或锂盐治疗的精神分裂症、双相 I 型和分裂情感性

精神障碍患者为期 6 周的研究表明 ω-3 PUFAs 并没

有在短期内显著改善患者的空腹血糖、胰岛素、糖

化血红蛋白或胰岛素抵抗，但胰岛素水平和 HOMA-

IR 的下降趋势表明，ω-3 PUFAs 对改善该人群的胰

岛素抵抗有积极作用［22］。而汤翠青等进行的研究显

示，补充 ω-3 PUFAs 患者的腰围、BMI、FBG（空

腹血糖）、LDL、TG（甘油三酯）、TC（总胆固醇）和 

IRI（胰岛素抵抗指数）等指标均显著小于安慰剂组，

HDL 指标显著高于安慰剂组，研究表明，对于服用

抗精神类药物的具有代谢综合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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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omega-3 脂肪酸进行早期干预，可有效改善患

者糖脂代谢水平，从而提高他们治疗的依从性［23］。 

在对动物的实验研究中，证据一致表明 ω-3 

PUFAs 在减少脂肪量方面的作用，而在人体的研究

结果表明，ω-3 PUFAs 可能不会帮助减肥，但它们

可能会减少进一步的体重增加，在饮食中作为一种

补充剂，可帮助保持体重下降［24］。 

三　展望

在临床上，对于由抗精神病药物导致的代谢紊

乱，当病人精神症状稳定时，换用风险较低的抗精

神病药物是一种选择，但这对许多患者来说可能会

造成不可接受的复发风险。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证

实 ω-3 PUFAs 能有效对抗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引起的

糖脂代谢异常。ω-3 PUFAs 的副作用包括轻微的恶

心、轻度腹泻、鱼腥味以及阿司匹林敏感患者哮喘

的加重［25］，临床上并未出现过与 ω-3 PUFAs 有关的

严重不良反应。研究表明，ω-3 PUFAs 是安全且可

耐受的，在精神障碍患者中接受度也较高。但目前

ω-3 PUFAs 对代谢综合征的疗效仍需要更多的大样

本、多中心、科学规范的循证医学证据，其相关的

作用机制及临床作用均需进一步的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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