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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对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疗效及体质量、脂糖代谢的影响

王　玲 、 吕红霞 、 徐记芳 、 马卫娜

【摘要】目的　比较两种不同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对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疗效及体质量、脂糖代

谢的影响。方法　随机数字表格法将符合纳入标准的 �� 例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分为观察组与对照

组，各 4� 例，观察组采取利培酮治疗，对照组采取奥氮平治疗，比较两组临床疗效、不良反应、治

疗前后体质量、血糖及血脂等指标。结果　两组治疗总有效率比较无显著差异（P> 0.0�）。两组治

疗 � 个月后 LDL-C、Leptin、HOMA-IR 较治疗前均明显上升（P< 0.0�），但两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 0.0�）。对照组治疗 � 个月后体质量、FPG、2hFPG 较治疗前均显著上升（P< 0.0�），而观

察组治疗前后上述指标无显著差异（P> 0.0�）。观察组体重增加、嗜睡、失眠、催乳素升高发生率

较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结论　长期服用利培酮、奥氮平治疗器质性精神障碍疗效

类似，在不良反应上各有侧重点，但相比奥氮平，利培酮长期服用对患者体质量、脂糖代谢指标影

响小，建议首选利培酮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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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wo kinds of atypical antipsychotics on curative effect，body mass，lipid and glucose metabo-
lism in patients with organic mental disorders　WANG Ling，LV Hongxia，XU Jifang，et al.  Mental Health 
Center of Luoyang，Luoyang  47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comparatively analyze the effects of two kinds of atypical antipsychotics on curative ef-

fect，body mass，lipid and glucose metabolism in patients with organic mental disorders. Methods　86 cases of patients 

with organic mental disorders who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randomiz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by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43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isperidone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olanzapine.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s，adverse reactions，body mas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blood glucose and blood lipid，etc.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

cant difference in total response rat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After 3 months of treatment，LDL-C，Leptin 

and HOMA-IR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P<0.05），bu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The body mass，FPG and 2hFPG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3 months of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P<0.05）while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indexes mentioned abov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P>0.05）. The differences in the incidence rates of 

gaining weight，sleepiness，insomnia and elevated prolactin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s of long-term application of risperidone and olanzapine in the treatment 

of organic mental disorders are similar while the emphasis on adverse reactions is different. However，compared with 

olanzapine，long-term use of risperidone has little influence on patients' body mass，lipid and glucose metabolism in-

dexes. Thus，risperidone is preferred in treatment.

【Key words】 Organic mental disorders；Atypical antipsychotics；Body mass；Lipid and glucose metabolism

目前临床治疗精神疾病以长期用药为主，利培

酮、氯氮平、奥氮平等为临床常见非典型抗精神病

药物，其疗效受到肯定［1］，但有研究［2-3］表明非典型

抗精神病药物长期使用可能导致患者体质量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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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脂代谢紊乱，但关于长期服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

物不同方案对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糖脂代谢的影响

文献不多。为了提高器质性精神障碍的疗效及用药

安全性，本研究对利培酮、奥氮平长期治疗器质性

精神障碍的疗效及患者体质量、糖脂代谢指标变化

进行比较，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 

纳入标准：器质性精神障碍诊断依据第 3 版《中

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年龄 20～78 岁；无精

神疾病病史、无抗精神病药物使用史；无相关药物过

敏史；知情并同意治疗。排除标准：肝肾功能异常；

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凝血系统疾病；过敏体质；纳

入后发现与研究不符者；因药物严重不良反应及其他

原因中途停药或退出研究者。

1.2　临床资料

选取本院 2013 年 3 月～2015 年 3 月就诊的器质

性精神障碍患者 86 例，随机数字表格法将其分为观

察组与对照组，各 43 例。观察组中男 25 例，女 18
例；年龄 22～76（60.5±10.2）岁；其中脑血管疾病引

起 28 例，阿尔兹海默病 10 例，帕金森病 4 例，躯体

器质性损伤引起 1 例。对照组中男 27 例，女 16 例；

年龄 21～78（60.6±10.2）岁；其中脑血管疾病引起

27 例，阿尔茨海默病 12 例，帕金森病 3 例，躯体器

质性损伤引起 1 例。所有患者表现出幻觉、意识障

碍或妄想等症状，本次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对比两组年龄、疾病类型等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

1.�　方法 

观察组患者采取利培酮（国药准字 H20010309，

规格：1mg）治疗，起始剂量为 0.5mg/d，依据患者年

龄、病情严重程度慢慢增加剂量，2 周内增加剂量到

2～4mg/d，随后维持治疗至 3 个月。

对照组则行奥氮平（国药准字 H20010799，规格：

10mg）治疗，起始 2.5mg/d，1 次 /d，依据患者年龄、

状况调整剂量，最大剂量 10mg/d，随后维持治疗至 3
个月。此外，两组患者均根据原发疾病情况对症处理。

1.4　观察指标 

治疗前、治疗 3 个月对两组患者体重、血糖、血

脂、血清瘦素、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阳性

症状、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分测定。其中 PANSS

采取 7 级评分法，各项 1～7 分，1 分表示无，7 分表

示极重度，各项相加统计总分。治疗 3个月评价疗效，

以 PANSS 总减分率 =［（治疗前总分 - 治疗后总分）

/ 治疗前总分］×100％为依据，临床控制：PANSS 总

减分率 75％及以上；显效：总减分率 50％～74％；好

转：总减分率 25％～49％；无效：总减分率 25％以下。

总有效率 =100％- 无效率。治疗期间观察记录患者体

重增加、嗜睡、失眠等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治疗前后清晨空腹抽取外周静脉血 5ml，通过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两组患者空腹血糖（FPG）、

餐后 2h 血糖（2hFP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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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分别通过增强化学发光

免疫法、酶联免疫法测定空腹胰岛素（FINS）、瘦素

（Leptin）水平，HOMA-IR= FINS×FPG/22.5，单位

分别为 uU/mL、mmol/L。

1.�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9.0 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计数资料

（％）表示，χ2 检验；计量资料（x±s）表示，t 检验。

设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疗效 

观察组临床控制 15 例，显效 16 例，好转 9 例，

无效 3 例，治疗总有效率 93.02％；对照组临床控制

13 例，显效 15 例，好转 10 例，无效 5 例，总有效

率 88.37％，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　治疗前后体质量、血糖变化 

治疗 3 个月后观察组体质量、FPG、2hFPG 较治

疗前均明显上升（P<0.05），与观察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体质量与血糖水平比较（x±s）

组别　　　　
体质量
（kg）

FPG
（mmol/L）

2hFPG
（mmol/L）

观察组
（n=43）

治疗前 58.54±6.79 4.58±0.38 7.81±0.50

治疗3个月后 60.18±6.72# 4.70±0.45# 8.13±0.82#

对照组
（n=43）

治疗前 58.48±8.34 4.57±0.40 7.81±0.54

治疗3个月后 65.92±7.86* 5.16±1.10* 9.06±0.95*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3个月后

比较，#P<0.05

2.�　治疗前后血脂水平变化 

观察组治疗 3 个月后 LDL-C 较治疗前明显上升

（P<0.05），对照组治疗 3 个月后 TC、TG、LDL-C

水平较治疗前均明显上升（P<0.05）。但两组组间治

疗前、治疗 3 个月后血脂各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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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治疗前后血清瘦素与胰岛素抵抗情况 

观察组、对照组治疗 3 个月后 Leptin、HOMA-

I R 较 同 组 治 疗 前 明 显 上 升 ，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0 .05），但两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Leptin、HOMA-IR比较

组别 Leptin（ng/mL） HOMA-IR

观察组（n=43） 治疗前 1.18±1.03 0.96±0.44

治疗3个月后 6.03±4.40* 1.71±1.50*

对照组（n=43） 治疗前 1.20±1.05 0.97±0.46

治疗3个月后 7.69±7.12* 1.66±1.12*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

2.�　不良反应情况

观察组体重增加 3 例，嗜睡 1 例，失眠 7 例，

催乳素升高 7 例；对照组体重增加 12 例，嗜睡 8 例，

催乳素升高 1 例，两组上述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

异显著（P<0.05）。

3　讨论

疗效方面，本研究结果显示长期服用利培酮、

奥氮平治疗器质性精神障碍疗效类似，与李桂亮［4］

等人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且利培酮、奥氮平治疗效

果类似原因可能包括：利培酮属于 5- 羟色胺 - 多巴

胺平衡拮抗剂，除了高度亲和 5-HT2 受体、多巴胺

D2 受体以抗精神障碍外，还能对α2- 肾上腺素受体

有一定的亲和力，对精神障碍阴性、阳性症状均可

发挥作用［5］。奥氮平属于噻吩苯并二嗪衍生物，主

要是通过对 5-HT2 受体拮抗发挥抗精神症状作用，

同时对脑内多种神经通路（特别是中脑边缘多巴胺

通路）有一定的改善作用［6］，也能全面缓解精神障

碍阳性及阴性症状。不良反应方面，利培酮、奥氮

平长期治疗器质性精神障碍不良反应有所侧重，与

钟智勇［7］等人观点一致。此外，瘦素是糖脂代谢主

要调节因子之一，正常情况下，能有效调节下丘脑

代谢中枢发挥食欲控制、脂肪合成抑制作用，进而

减少胰岛素分泌，保持机体能量平衡［8］。本研究结

果显示利培酮、奥氮平长期使用均会导致瘦素、胰

岛素抵抗指数上升，与周凌云［9］等人研究结果一

致，但笔者相对不足的是，未对体质量指数与 FINS、

Leptin、HOMA-IR 关系进行研究。另外，由于不同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对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体质量、

糖脂代谢影响因素多，机制复杂，加上本研究样本

例数较少，需通过扩大病例数进一步研究分析。

体质量、糖脂代谢方面，本研究结果显示利培

酮对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体质量、血糖、血脂影响

小，而奥氮平对患者体质量、血糖、血脂影响较大，

这是因为奥氮平长期治疗致使患者胰腺细胞反应性下

降，胰岛素水平随之降低，进而血糖上升，而血糖上

升通过反馈作用促胰岛素分泌，易出现高胰岛素血症

症状，致使 TG 水平上升［10］。不良反应方面，利培酮、

奥氮平长期治疗器质性精神障碍不良反应有所侧重，

利培酮主要不良反应为失眠、催乳素升高等，而奥氮

平不良反应主要为体重增加、嗜睡，与钟智勇［7］等人

观点一致，虽然药物不良反应具体表现不同，但在奥

氮平体重增加、嗜睡，利培酮催乳素升高不良反应上

一致。出现药物不良反应存在差别的原因可能与不同

药物作用机理不同有关。但值得注意的是，相比精神

分裂症等功能性疾病，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机体状况

通常较差，多伴有冠心病、高血压等疾病，且器质性

精神障碍多与大脑有关，为此患者药物治疗耐受性一

般较差，且对药物不良反应也更明显，因而用药时起

初从小剂量开始，慢慢增加剂量以减少药物不良反应

发生或减轻毒副反应症状。

综上所述，利培酮、奥氮平两种非典型抗精神

病药物长期治疗器质性精神障碍疗效相当，但利培

酮长期服用相比奥氮平对患者体质量、脂糖代谢指

标影响较小，为此建议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首选利

培酮治疗，但临床实际中需根据患者情况确定。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指标比较（x±s，mmol/L）

组别 TC TG HDL-C LDL-C

观察组（n=43）
治疗前 3.87±0.96 1.20±0.74 1.17±0.28 1.92±0.76

治疗3个月后 4.05±0.92 1.53±1.00 1.15±0.25 2.43±0.75*

对照组（n=43）
治疗前 3.86±0.89 1.21±0.76 1.17±0.23 1.92±0.70

治疗3个月后 4.29±0.88* 1.63±0.95* 1.10±0.26 2.30±0.65*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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