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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磺必利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泌乳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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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氨磺必利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泌乳素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4年 6月-

2015年 6月我院收治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 87例，给予氨磺必利，比较不同性别、年龄、主要临床症状

相患者在治疗前、治疗后 4周 w、6周 w、8周 w组间血清泌乳素水平。 结果  治疗前，不同性别、年龄

、主要临床相症状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组别之间的血清泌乳素水平无显著差异（pP＞0.05）。治疗后 4

周 w、6周 w、8周 w，不同性别患者血清泌乳素水平均持续升高，且女性患者变化升高幅度更大，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P＜0.05）；不同年龄患者血清泌乳素水平均持续升高（P＜0.05），但不同年龄组的组

间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明显（pP＞0.05）；不同主要临床相症状两组患者的血清泌乳素水平均持续升高

（P＜0.05），且以阴性症状为主要临床相的患者变化升高幅度更大（pP＜0.05）。 结论 氨磺必利能够

导致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泌乳素水平持续升高，且对女性和以阴性症状为主的患者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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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influence of amisulpride on prolactin of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

zophreniaamisulpride effect on serum prolactin in newly diagnosed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Methods  87 elderly cases of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4 to June 2015 

were selected for this research. All the patients were treated by amisulpride. Then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of prol

actin levels in different genders, ages and major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before treatment and 4 weeks,6 weeks and 8 

weeks after treatment. Result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of prolactin levels in different genders, ages and 

major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the patients before treatment（P>0.05）. 4w, 6w and 8w after medicine therapy, c

ompared with before it, the prolactin levels in different genders, ages and major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the patien

ts were all increased, and all the differences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s (P < 0.05).While compared with the male p

atients, the prolactin level of the female patients were much higher and the difference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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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6w and 8w after medicine therapy (P < 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he prolactin level 

between different age groups 4w, 6w and 8w after medicine therapy (P>0.05); Compared with patients with positiv

e symptoms as the major clinical manifestation, the prolactin level of the patients with negative symptoms as the m

ajor clinical manifestation were much higher and the difference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s 4w, 6w and 8w after m

edicine therapy (P < 0.05). Conclusions Amisulpride can lead to a rise of prolactin level of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

de schizophrenia, and has especially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female patients and the patients with negative sympto

ms as the major clinical manife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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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常见的重性精神障碍，多见于青壮年人群，具有起病慢、易反复发作的特点[1-2]。

据 WHO统计，全球精神分裂症发生率为 3.8‰-8.4‰，我国精神分裂症发病率约为 6.6‰，处于世界平均

水平。目前，该病的病因尚不十分明确，但个体心理素质及社会环境对疾病发生的作用已得到国内外学者

的广泛认可。氨磺必利主要用于治疗以谵妄、幻觉等阳性症状为主的精神分裂症，对阴性症状精神分裂症

也具有良好疗效[3]。但是，临床上发现与其他抗精神病类药物比较，氨磺必利对患者血清泌乳素的影响更

为明显。目前，有关氨磺必利治疗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泌乳素影响的报道尚不多见，本研究以年龄、

性别、症状主要临床相为切入点，对患者血清泌乳素进行了全程监测，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经我院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选取 2014年 6月-2015 年 6月我院收治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 87例，

其中男 51例，女 36例，年龄 22-61岁，平均（31.7±5.4）岁。

纳入标准[4]：①所有患者均符合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②年龄≥18 岁；③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④经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

排除标准：①妊娠或哺乳期妇女；②酒精依赖性患者；③合并有严重的全身性疾病；④近期使用过其他抗

精神病类药物。

1.2 研究方法  

所有患者均给予氨磺必利片（齐鲁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20113231，规格:0.2g），初始症状为

50mg/d，根据患者病情改善情况及耐受情况可逐渐加量至 100-300mg/d患者耐受程度逐渐加量至有效治疗

量（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评分降低 50%以上）。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 4周 w、6周 w、8周 w使用

ELISA酶联免疫试剂盒测定患者血清泌乳素水平。 进而分析不同性别的两组之间，青壮年（≤40 岁）与中

老年（＞40 岁）两组之间以及不同主要临床相（以阴性症状为主和以阳性症状为主）两组患者之间泌乳素

的差异。

1.3 观察指标  

观察并记录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主要临床相症状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前、治疗后 4周

w、6周 w、8周 w血清泌乳素水平。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本研究的结果均为计量资料，以（±S）的形式表示，采用

t 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采用 SPSS19.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结果比较采用χ2检



验，计量结果比较用 t检验，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不同性别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前后血清泌乳素水平组间比较   

治疗前，不同性别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泌乳素水平组间比较，差异无显著差异（pP＞0.05）。治

疗后 4周 w、6周 w、8周 w后，两组患者血清泌乳素水平均持续升高，且女性患者变化幅度更大，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P＜0.05）。见表 1。

表 1    不同性别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前后血清泌乳素水平比较（±S ，ng/ml）

Table 1 Comparison of serum prolactin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schizophrenia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ng/ml)

性别 例数（n） 治疗前 治疗后 4周 治疗后 8周 治疗后 12周

男 51 13.73±5.69 28.06±6.27* 40.23±9.67* 58.72±13.09*

女 36 14.22±5.07 39.43±8.45* 72.46±18.53* 104.58±31.79*

t值 — 1.327 2.306 2.104 2.748

pP值 — 0.178 0.021 0.037 0.007

注：*代表与治疗前相比，*P<0.05

2.2不同年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前后血清泌乳素水平组间比较   

治疗前，不同年龄的两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泌乳素水平，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治疗

后 4w、6w、8w，两组患者血清泌乳素水平均持续升高（P＞0.05），但组间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明显

（P＞0.05）。见表 2。

表 2   不同年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前后血清泌乳素水平比较（±S ，ng/ml）（ng/ml）

Table 2 Comparison of serum prolactin levels in newly diagnosed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ng/ml）

年龄 例数（n） 治疗前 治疗后 4周 治疗后 8周 治疗后 12周

≤40 岁 69 12.86±3.79 33.76±7.25* 59.46±12.78* 77.69±19.23*

＞40 岁 18 13.14±3.52 32.15±6.84* 56.35±11.27* 79.20±17.46*

t值 — 1.476 0.856 1.786 1.073

pP值 — 0.141 0.305 0.079 0.235



注：*代表与治疗前相比，*P<0.05

2.3不同主要症状临床相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前后血清泌乳素水平组间比较  

 治疗前，不同症状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泌乳素水平无显著差异（pP＞0.05）。治疗后 4周 w、

6周 w、8周 w，两组患者血清泌乳素水平均持续升高（P＜0.05），且以阴性症状为主要临床相的患者升

高更明显，两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p＜0.05）。见表 3。

表 3   不同症状主要临床相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前后血清泌乳素水平比较（±S ，ng/ml）（ng/ml）

Table 3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symptom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schizophrenia serum prolactin levels（ng/ml）

症状主要临床相 例数（n） 治疗前 治疗后 4周 治疗后 8周 治疗后 12周

阳性症状为主 42 14.07±4.86 32.76±8.49* 52.85±13.41* 64.39±17.62*

阴性症状为主 45 13.82±4.91 44.82±4.91* 63.19±14.26* 85.18±14.21*

t值 — 0.953 1.205 0.752 1.641

pP值 — 0.271 0.013 0.043 0.021

注：*代表与治疗前相比，*P<0.05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情感、思维、感知、行为等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碍，且个体化差异较大[5-6]。目前已

知的发病机制包括遗传、由母婴感染、环境应激、个性等生物及社会心理因素引起的精神分裂症、多巴胺

、谷氨酸，γ-氨基丁酸等系统的神经递质功能异常等[7-9]。药物治疗是精神分裂症的首选治疗方式，通过

早期用药治疗并适当地辅助电抽搐治疗、心理治疗等可取得良好较为肯定的临床成效。氨磺必利是一种苯

甲酰胺类非典型抗精神病药，能够同时有效地改善患者阳性及阴性症状，且安全性较高。但是，长期的临

床经验表明，氨磺必利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血清泌乳素影响较大，多数患者在接受药物治疗后出现高泌乳

素血症[10-11]。有学者提出，高泌乳素水平与精神分裂症症状存在一定关联，可能对治疗效果产生不良影响

。本研究将氨磺必利对泌乳素在不同年龄、性别、主要临床相的症状患者中的表达影响作为研究重点，结

果如下。：

研究数据显示，治疗结束后患者血清泌乳素水平均持续升高，超过人体正常水平，且女性首发精神分裂症

患者较男性患者升高更明显，以阴性症状为主要临床相的患者较以阳性症状为主要临床相的患者升高更显

著，但不同年龄组的患者之间血清泌乳素升高水平差异不明显。

泌乳素是一种由脑垂体分泌的多肽激素，其分泌水平呈脉冲式变化，一般情况下人体睡眠时泌乳素分

泌较多，且维持在较高水平，醒后开始逐渐降低[12-13]。多巴胺是下丘脑分泌泌乳素的重要调控因子，能够

与泌乳细胞表面的受体结合，从而抑制泌乳素的合成。氨磺必利对多巴胺的 D2、D3 受体及 5-HT7a受体均



具有高亲和力，主要通过阻断多巴胺传递改善精神分裂症症状[14]。氨磺必利能够阻断垂体多巴胺受体，导

致多巴胺神经元活性降低，促使泌乳素大量分泌。在进一步的分组研究中，我们发现与男性患者比较，女

性患者用药后血清泌乳素水平变化幅度更大。泌乳素过高易导致月经不调、骨密度降低、垂体功能减退的

症状，因此在使用氨磺必利治疗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时应密切关注血清泌乳素变化，必要时可停药或给予

溴隐亭进行对症治疗。此外，泌乳素表达在不同年龄患者中并无明显差异（pP＞0.05），提示年龄差异并

不能降低影响高泌乳素血症发生率，因此临床上使用氨磺必利时对不同年龄患者的血清泌乳素均应给予高

度重视。王丽华[15]等[15]人在研究中提到，氨磺必利具有脂溶性低的特点，无法通过血脑屏障顺利进入中

枢神经，因此机体氨磺必利血浆浓度更高，使得垂体暴露于高药物浓度下，从而导致 D2受体结合率升高

，泌乳素浓度增加。阴性症状主要由多巴胺能不足引起，氨磺必利的使用虽能有效改善阴性症状，但其对

多巴胺受体有抑制作用，从而进一步刺激泌乳素分泌。

综上所述，氨磺必利能够导致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泌乳素水平持续升高，且对女性及阴性症状患

者影响更大。临床上应对药物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血清泌乳素应进行全程定期监测，在出现高泌乳素血

症时进行及时有效的对照治疗，避免发生月经不调、垂体功能减退等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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