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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立哌唑联合奥氮平对体重超重精神分裂症患者糖脂代谢及成纤维细胞生
长因子 21的影响

 郑　昊 1 、 黄　敏 1 、 褚强强 2

【摘要】目的　探讨阿立哌唑联合奥氮平对体重超重精神分裂症患者疗效、糖脂代谢及成纤维细

胞生长因子 21 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7 年 6 月～2019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体重超重精神分裂症患者，

其中对照组（44 例），研究组（45 例），对照组采用奥氮平口服治疗，初始剂量为 5mg/d，在治疗 2～3

周内逐渐将奥氮平剂量增加至 10～20 mg/d，但剂量不超过 20mg/d。研究组采用在奥氮平治疗基础

上联合阿立哌唑口服治疗，初始剂量为 5 mg/d，在治疗 2～3 周内逐渐将阿立哌唑增加至 20 mg/d，

奥氮平减量至 5mg/d。两组患者疗程均为 12 周。比较 2 组患者治疗前后临床症状、血糖血脂水平、

BMI 指数、FGF-21 变化情况，并对 FGF-21 与上述代谢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治疗后 2 组阳

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各项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其中研究组各项评分较对照组降低，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对照组患者 FPG、FGF-21 水平、BMI 指数、TC、TG、LDL-C 水

平较治疗前升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研究组患者上述指标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 0.05）， 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对照组患者 FGF-21 变化水平与 FPG、BMI、

TC、TG、 LDL-C 变化水平呈正相关。结论　阿立哌唑联合奥氮平治疗体重超重精神分裂症，有利于

患者糖脂代谢、BMI 指数、FGF-21 水平处于稳定状态，对患者临床症状评分具有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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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Aripiprazole Combined with Olanzapine on Glycolipid Metabolism and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21 in Schizophrenic Patients with Overweight　　ZHENG Hao，HUANG Min，CHU Qiangqiang. Depart-
ment of Pharmacy，Anqing Psychiatric Hospital，Anqing 246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aripiprazole combined with olanzapine on the glycolipid me-

tabolism and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21 in schizophrenic patients with overweight. Methods　Schizophrenic patients 

with overweight who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2017 June to month 2019 June were selected，including the 

control group（44 cases）and the study group（45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orally with olanzapine at an 

initial dose of 5mg/d，and the dose was gradually increased to 10-20 mg/d within 2-3 weeks of treatment but not ex-

ceeded 20mg/d. The study group adopted the oral administration of olanzapine combined with aripiprazole at a initial 

dose of 5mg/d，and the dose of aripiprazole was gradually increased to 20mg/d while olanzapine reduced to 5mg/d within 

2-3 weeks. 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12 weeks. Then，we compared the changes of clinical symptoms，blood glucose 

and lipid levels，BMI and FGF-21 levels i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nd analyzed the correlation be-

tween FGF-21 and the above metabolic indexes. Results　All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ANSS）score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lower after treatment than before treatment，and all score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After treatment，the levels of FPG 

and FGF-21，BMI，the levels of TC，TG and LDL-C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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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SCH）是一种以患

者出现个性变化，行为发生分裂以及精神活动出现

障碍的一类精神病。调查显示，我国精神分裂症及

其他精神病性障碍终生患病率为 0.75％［1］。当前，

药物治疗仍然是临床治疗精神分裂症的首选措施。

非典型治疗精神分裂药物奥氮平，对精神分裂症导

致的阳性症状、阴性症状、认知症状等具有一定的

疗效，尽管其产生锥体外系症状的风险低于传统的

治疗精神分裂症药物，但是其易于引起代谢综合征

（metabolic syndrome，MS）［2］。阿立哌唑为喹诺酮衍

生物属于新型治疗精神分裂症药物，与其他药物相

比，其对精神分裂症患者体质量影响较小［3］。成纤

维细胞生长因子 21（fibroblast growth factor-21，FGF 

21）为一种分泌型蛋白，FGF-21 具有调节机体代谢

的作用，研究表明在 MS 中，FGF 21 具有改善糖脂

代谢紊乱，降低体重的作用［4］。本研究为前瞻性研

究，旨在探讨阿立哌唑联合奥氮平对体重超重精神

分裂症患者糖脂代谢及 FGF-21 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项研究经过安庆市精神病医院学术管理委员

会批准，选择 2017 年 6 月～ 2019 年 6 月在我院的

体重超重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入选标准：

（1）初次住院未接受过抗精神病药物治疗且精神

分裂症诊断标准符合《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ICD）》第 10 版；（2）年龄

>18 岁；（3）无糖尿病病史；（4）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24 ≤ BMI<28 kg/m2［5］。排除标准：

（1）患者存在药物滥用史；（2）患者合并其他严重

内分泌疾病、冠心病及肝肾功能不全；（3）正在接

受降糖药物和调节血脂药物治疗者；（4）接受其他

对糖脂代谢存在影响的药物治疗者。入选患者及家

属对本项研究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本项研究共纳入 120 例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

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4 名工作时间＞ 3 年的药师，

2 名工作时间＞ 3 年的护师组成研究小组，2 名精神

科主治医师作为研究顾问，研究小组成员经统一培

训合格后参与本项研究；研究小组成员通过建立用药

日志卡保证患者服药，观察患者用药期间是否合并

使用其他对本项研究存在影响的药物。研究过程中

对照组脱落 16 例，研究组脱落 15 例，脱落主要原

因是未按时采集血样、合并使用对本项研究存在影

响的药物、未及时进行量表评定。最终 90 例患者纳

入本项研究，其中对照组 44 例，年龄范围为 27～49
岁，平均年龄（38.26±5.72），男性 32 例，女性 12 例，

平均病程（3.63±0.56）年；研究组 45 例，年龄范围

26～50 岁，平均年龄（38.41±5.81），男性 31 例，女

性 14 例，平均病程（3.64±0.53）年；对 2 组患者一

般临床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奥氮平（国药准字 H20052688）

口服治疗，初始剂量为 5mg/d，在治疗 2-3 周内逐

渐将奥氮平剂量增加至 10～20 mg/d，但剂量不超

过 20mg/d。研究组奥氮平治疗基础上联合阿立哌唑

口崩片（国药准字 H20060521）口服治疗，剂量为

5 mg/d，在治疗 2～3 周内逐渐将阿立哌唑增加至 20 

mg/d，奥氮平减量至 5mg/d。两组患者疗程均为 12
周。治疗期间患者若出现药物不良反应，可临时给

予患者相关药物进行治疗。

1.3　观察指标

（1）采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ANSS）对患者临床症状进

行评分，PANSS 分为阳性症状评定量表（7 项）、 阴性

症状评定量表（7 项）、简明精神病量表（16 项）3 个

分量表，各分量表项目评分标准分级为 1-7 分，总

分越高，代表症状越严重［6］；（2）药物治疗前及治疗

12 周后，患者清晨空腹着相同简装，采用身高体重

测量仪对患者进行测量，并计算 BMI；（3）药物治疗

前后采集患者清晨空腹血样，患者餐后 2 小时血样，

采用生化分析仪（瑞士罗氏 cobas C501）分析患者空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he above 

indexes in the study group after and before treatment（P>0.05）.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changes 

in FGF-21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hanges in FPG，BMI，TC，TG and LDL-C. Con-
clusion　Aripiprazole combined with olanzapine in 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with overweight can promote glucose 

and lipid metabolism，BMI and FGF-21 level to be in a stable state as well as improving the clinical symptom scores of 

patients.

【Keywords】Aripiprazole；Olanzapine；Overweight；Schizophrenic；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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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组患者PANSS比较（分，x±s）

组别
阳性症状分 阴性症状分 简明精神量表分 总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n=44） 23.21±3.82 15.12±3.27# 25.32±4.39 21.13±3.57# 31.39±4.42 24.35±4.12# 6.24±2.12 62.24±11.62#

研究组（n=45） 23.39±3.78 12.18±2.51# 25.41±4.31 18.23±3.56# 31.44±4.36 20.13±3.82# 6.49±2.61 51.94±10.94#

t值 -0.223 4.764 -0.097  3.836  -0.054 5.012 -0.495  4.306

P值 0.824 0.000 0.923 0.000 0.957 0.000 0.622 0.000

表2　2组患者FPG、FGF-21水平、BMI指数比较（x±s）

组别
FPG（mmo/ L） FGF-21（ng/L） BMI（kg/m2）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n=44） 4.24±0.47 5.26±0.41# 123.28±18.62 156.72±27.26# 24.21±3.04 26.32±2.93#

研究组（n=45） 4.28±0.45 4.32±0.51 123.52±18.71 126.71±20.84 24.44±3.36 24.42±3.21

t值 -0.410 9.570 -0.061 5.843 -0.338 2.915

P值 0.683 0.000 0.952 0.000 0.736 0.005

表3　2组患者TC、TG、HDL-C、LDL-C水平比较（mmo/ L，x±s）

组别
TC TG HDL-C LDL-C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n=44） 4.24±0.42 5.97±0.62# 1.12±0.32 1.96±0.42# 1.12±0.24 1.06±0.31 2.62±0.46 4.27±0.67#

研究组（n=45） 4.25±0.39 4.35±0.42 1.10±0.31 1.15±0.34 1.14±0.22 1.09±0.29 2.65±0.45 2.72±0.51

t值 -0.116 14.461 0.299  10.011 -0.410 -0.472 -0.311  12.297

P值 0.863 0.000 0.765 0.000 0.683 0.638 0.757 0.000

腹血糖（FPG）、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

密高密度脂蛋白（HDL-C）、低密度脂蛋白（LDL-C）；

FGF-21 检测试剂盒购自美国 R&D Systems 公司，

ELISA 法测定血清 FGF-21 水平。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两独立样

本 t 检验计量资料（x±s），χ2 检验或 fishers 确切概

率法检验计数资料［n（％）］，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

检测指标间的相关性 。

2　结果

2.1　对治疗前后两组 PANSS 评分进行比较 

治疗前，2 组患者 PANNS 评分中的阳性症状分、

阴性症状分、简明精神量表分、总分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2 组各项评分均较治

疗前降低，其中研究组各项评分较对照组低，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2.2　对治疗前后两组 FPG、FGF-21 水平、BMI

指数进行比较

治疗前，2 组患者 FPG、FGF-21 水平、BMI 指

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对照组

各项指标均较治疗前升高，其中研究组各项评分较

对照组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

究组各项指标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详见表 2。

2 . 3　对治疗前后两组 T C、T G、H D L - C、

LDL-C 水平进行比较

治疗前，2 组患者 TC、TG、HDL-C、LDL-C 水

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对照组

TC、TG、LDL-C 水平均较治疗前升高，其中研究组

TC、TG、LDL-C 水平较对照组低，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研究组各项指标与治疗前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3。

2.4　对照组患者 FGF-21 变化与代谢指标变化

的相关性

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对照组患者

ΔFGF-21 与 ΔFPG（r=0.423，P=0.004）、ΔBMI

（r=0.432，P=0.003）、ΔTC（r=0.422，P=0.004）、

ΔTG（r= 0.538，P=0.0001）、Δ LDL-C（r=0.415，

P=0.005），呈正相关，详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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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对照组患者FGF-21 变化与代谢指标变化的相关性

3　讨论

奥氮平为非典型治疗精神分裂症药物的代表，

其疗效稳定，治疗过程中患者用药依从性高，发生

全因停药率的风险较小，因此奥氮平已成为临床治

疗精神分裂症的首选药物。然而与传统治疗精神分

裂症药物相比，奥氮平易导致患者体重增加、糖脂

代谢改变［7］。阿立哌唑为新型治疗精神分裂症药物，

患者药物治疗过程，锥体外系反应较轻，催乳素水

平受其影响较少，且与其他治疗精神分裂症药物相

比，对患者体重及糖脂代谢影响较小［8］。然而阿立

哌唑在抑制患者冲动行为及镇静作用方面效果较弱，

阿立哌唑联合奥氮平可发挥协同效应［9］，本项研究

发现治疗后研究组患者 PANSS 评分中阳性症状分、

阴性症状分、精神病理分、总分均较对照组低，提

示阿立哌唑联合奥氮平治疗精神分裂症有效性较高。

随着生活方式以及饮食结构发生变化，我国成

人肥胖率呈迅速增长的态势［10］，而体重超重精神分

裂症患者使用奥氮平等治疗精神分裂症药物易于诱

发糖脂代谢异常、胰岛素抵抗、体重增加等症状［11］。

FGF-21 由机体多种组织器官分泌，具有调节细胞脂

蛋白类型，参与肝糖异生，控制血糖，阻止脂肪变

性等生物学效应［4］。本项研究显示，在接受药物治

疗后，对照组患者 FPG、FGF-21 水平，BMI 指数，

TC、TG、HDL-C、LDL-C 水平，均较治疗前升高，

提示接受奥氮平治疗的体重超重精神分裂患者较阿

立哌唑联合奥氮平治疗者更易引发糖脂代谢异常，

而阿立哌唑联合奥氮平对肥胖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

药物治疗有利于患者糖脂代谢及 BMI 指数处于平稳

状态，这可能与奥氮平能够拮抗多巴胺受体进而调

控多巴胺介导的犒赏通路引起患者食欲增加，而阿

立哌唑为多巴胺 D2 受体部分激动剂，对患者下丘脑

部分区域发挥作用降低患者进食，减轻奥氮平导致

的体重增加相关［9］。

研 究 表 明 ， 肥 胖 患 者 胰 岛 素 抵 抗 与 其 血 清

FGF-21 水平呈正相关［12］，本项研究中对照组患者

其 FGF-21 呈高水平状态，为进一步研究 FGF-21
水平升高与患者糖脂代谢及体重的关系，我们采

用 Pearson 相关分析 FGF-21 水平与上述代谢相关

指标变化的关系，结果发现患者 FGF-21 变化水平

与 FPG、BMI、TC、TG、LDL-C 呈正相关。有研究

表明肥胖患者尽管血清 FGF-21 水平升高，但是其

FGF-21 下游信号通路中的β-klotho 蛋白、磷酸化成

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等关键分子表达下降，提示

肥胖患者由于产生受体 / 受体后缺陷可能与其自身发

生 FGF-21 抵抗相关［13］，我们推测本项研究中对照

组患者的 FGF-21 高水平状态可能于此相关。本项研

究中研究组患者其 FGF-21 水平保持平稳，而患者

糖脂代谢及 BMI 指数未受明显影响，可能与阿立哌

唑具降低患者饮食摄入，有利于改善患者服用奥氮

平产生的糖脂代谢紊乱［14］，改善患者 FGF-21 抵抗，

对降糖调脂有促进作用相关。

综上所述，阿立哌唑联合奥氮平治疗体重超重

患者精神分裂症，有利于患者糖脂代谢、BMI 指数、

FGF-21 水平处于稳定状态，对患者临床症状评分具

有改善作用，然而本项研究样本量较少，且为单中

心研究，FGF-21 在精神分裂症药物治疗过程中对糖

脂代谢的调节作用尚需要进一步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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