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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利哌酮和阿立哌唑对奥氮平所致体重增加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替代 
治疗研究

马　奇 、 李丽霞 、 连和谈

【摘要】目的　奥氮平治疗后出现体重增加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使用帕利哌酮或阿立哌唑替代治

疗，观察血糖脂、脂联素、瘦素等指标变化。方法　�8 例奥氮平治疗后出现体重增加的精神分裂症

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4� 例，分别替换成帕利哌酮或阿立哌唑治疗，换药前、后第 4、8、12 周

评估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不良反应量表（TESS），检测空腹血糖（FBS）、甘油三酯（TG）、

胆固醇（TC）、脂联素、瘦素、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体重指数（BMI）。结果　①与换药前

比较：两组 TG、TC 和 BMI 第 8、12 周下降（P< 0.05），两组第 4、8、12 周脂联素持续升高（P< 0.05）

和瘦素、HOMA-IR 下降（P< 0.05）；帕利哌酮组 PANSS 总分和阿立哌唑组 FBS 与治疗前无明显差异

（P> 0.05），但帕利哌酮组 FBS 第 8、12 周显著下降（P< 0.05），而阿立哌唑组第 4 周 PANSS 显著升

高（P< 0.05）。②组间比较：两组第 4、8、12 周 TG、TC、脂联素、瘦素、HOMA-IR 和 BMI 无差异

（P> 0.05）；帕利哌酮组 PANSS 总分在治疗后第 4、8 周和 FBS 在治疗后第 8、12 周均显著低于阿立

哌唑组（P< 0.05）；③帕利哌酮组不良反应率为 14.2％，阿立哌唑为 20.4％。结论　奥氮平换药为帕

利哌酮或阿立哌唑能改善患者糖脂代谢、胰岛素抵抗和体重指数，对脂联素和瘦素的调节可能是作

用机制之一，但帕利哌酮比阿立哌唑能更好控制精神症状且安全性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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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ffect of paliperidone or aripiprazole alternative therapy o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ith Olanza-
pine-induced Weight Gain　　MA Qi，LI Lixia，LIAN Hetan，et al. 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Quanzhou，
Quanzhou 362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aliperidone or aripiprazole alternative therapy on schizophre-

nia patients with Olanzapine-induced weight gain. Methods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ith clinically significant weight 

gain induced by olanzapin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paliperidone（n=49）and aripiprazole（n=49）. The PANSS，

TESS，FBS，TG，TC，adiponectin，leptin，BMI and HOMA-IR were measured before and 4，8，12 weeks after 

alternative therapy. Results　① After the drug change，TG，TC and BMI of the two groups were reduced（P<0.05）. 

Increased adiponectin and decreased leptin，HOMA-IR were observed in two group after 4，8，12 weeks treatment

（P<0.05）. FBS decreased after 8，12 weeks and PANSS increased after 4 week respectively showed only in pali-

peridone and aripiprazole group（P<0.05）. ②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in TG，

TC，adiponectin，leptin，HOMA-IR and BMI at any time point of the study. The PANSS at 4，8 weeks and FBS at 8，

12 weeks in paliperidone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at in the aripiprazole（P<0.05）. ③ The adverse reaction rates were 

14.2％ in Paliperidone and 20.4％ in aripiprazole group. Conclusion　I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ith Olanzapine-

induced Weight Gain，paliperidone or aripiprazole alternative therapy is help to ameliorate the HOMA-IR and BMI，

regulating the levels of adiponectin and leptin may be the potential mechanism. But Paliperidone are slightly better in 

controlling psychotic symptoms and reducing adverse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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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重增加和糖脂代谢异常是奥氮平治疗过程中

常见的不良反应，体重增加降低了患者治疗依从性，

25.8％患者因为体重增加而选择中断抗精神病药物

治疗［1］。近年来，有研究发现将奥氮平换药为帕利

哌酮或阿立哌唑能改善奥氮平所致的糖脂代谢异常

和体重增加［2，3］，但内在机制尚缺乏相关研究。脂

联素和瘦素是与肥胖发生密切相关的两种脂肪因子，

在体重、体脂分布及代谢性疾病发生发展中起重要

作用［4，5，6］。本研究观察奥氮平换药为帕利哌酮或阿

立哌唑后血糖脂水平、脂联素和瘦素等变化，初探

其内在机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患者来自 2010 年 9 月 ~2015 年 11 月泉州市第

三医院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入组标准：①年龄

18~50 岁；②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方案与诊断标

准第 3 版》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③非急性期患者，

PANSS ≤ 60 分；④奥氮平治疗后出现有临床意义的

体重增加（≥ 7％），入组前 4 周为奥氮平单药治疗；

⑤受试者或法定监护人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严重

器质性疾病、内分泌疾病患者；②合并使用其他精神

病或其他疾病药物；③物质滥用或依赖者；④妊娠或

哺乳期女性；⑤受试药物过敏者。退出标准：①出现

病情恶化；②出现严重药物不良事件；③受试者或监

护人撤销知情同意书。本研究获泉州市第三医院医

学伦理学委员会批准。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为前瞻、随机、开放，对照研究设计。

1.2.1　分组与药物治疗方案　采用随机数字表

法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将奥氮平替换为帕利哌酮

或阿立哌唑，药物换算剂量大致为：奥氮平 10mg=

帕利哌酮 6mg= 阿立哌唑 15mg［7］。研究期间不合并

其他抗精神病药物、心境稳定剂或电休克治疗。

1.2.2　BMI、HOMA-IR 和实验室检测　于治疗

前、后 4、8、12 周末，患者空腹状态，BMI= 体重

（kg）/ 身高（m2）；抽取患者空腹肘静脉血，2mL 用

于血糖、血脂检测，6mL 在 3000r/min 离心分离血

清后采用放射免疫法测定瘦素、胰岛素水平和 Elisa

法测定脂联素水平；采用稳态模型评估法，HOMA-

IR=［空腹血糖 mmol/L× 空腹胰岛素浓度 mu/L］

/22.5。

1.2.3　PANSS 和 TESS 评估　量表由 2 名主治医

师评估和 1 名副主任医师复核，均接受量表统一培

训和一致性考核。

1.�　统计处理

采用 SPSS17.0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和 LSD 法。

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比较采用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社会人口学和临床特征

共入组患者 98 例，帕利哌酮组 49 例，奥氮平

剂量（15.3±3.2）mg/d，帕利哌酮剂量（10.5±2.4）

mg/d。阿立哌唑组 49 例，奥氮平剂量（15.5±2.9）

mg/d，阿立哌唑剂量（16.6±2.4）mg/d。帕利哌酮

组共脱落 4 例，2 例失访，2 例因椎体外系不良反应

（EPS）而停药，实际完成 45 例；阿立哌唑组共脱落

5 例，1 例失访，2 例复发住院，2 例因头痛、消化

道不适而停药，实际完成 44 例。剔除脱落患者，两

组患者年龄、性别、体重、病程、PANSS、奥氮平

剂量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　糖脂、脂联素、瘦素、HOMA-IR、BMI、

PANSS 和 TESS

两组治疗前糖脂、脂联素、瘦素、HOMA-IR、

BMI 和 PANSS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换

药前比较，两组 TG 和 TC 第 8、12 周下降（P<0.05），

阿立哌唑组 FBS 和帕利哌酮组 PANSS 总分在第 4、

8、12 周与治疗前无差异（P>0.05），但帕利哌酮组

第 8、12 周 FBS 下降和阿立哌唑组第 4 周 PANSS 升

高（P<0.05），两组第 4、8、12 周脂联素持续升高

（P<0.05）和瘦素、HOMA-IR 下降（P<0.05），BMI

在 8、12 周时较治疗前下降（P<0.05）。见表 1。

组间比较，两组治疗后第 4、8、12 周 TG、TC、

脂联素、瘦素、HOMA-IR 和 BMI 无差异（P>0.05），

帕利哌酮组第 4、8 周 PANSS 和第 8、12 周 FBS 均

低于阿立哌唑组（P<0.05），第 12 周两组间无差异

（P>0.05）。见表 1。

帕利哌酮组不良反应率为 14.2％，主要为静坐

不能、失眠等；阿立哌唑组不良反应率为 20.4％，表

现为头痛、低血压、消化道不适和过度困倦等。

3　讨论

生活方式改变和饮食控制是目前国内外指南对

抗精神病药物治疗过程中出现体重增加不良反应的

主要防治策略［8］。研究发现奥氮平联合二甲双胍、

雷尼替丁等有助于改善药物导致的体重增加，但存

在干扰症状控制和出现其他系统不良反应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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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tler［2］和 Rayees ［3］将奥氮平换药为帕利哌酮或阿立

哌唑后发现原有代谢异常和体重增加缓解。本研究

将奥氮平换药为帕利哌酮或阿立哌唑治疗后，两组

患者第 8、12 周 TG、TC 水平下降，与既往研究结果

类似。帕利哌酮组 FBS 第 8、12 周下降，但阿立哌

唑组与治疗前无差异，提示阿立哌唑可能对血糖代

谢有一定影响，与 Zhang 研究结果一致［9］。

目前认为，奥氮平阻断 5-HT2a、组胺 H1 受体，

出现食欲亢进、胰岛素抵抗、代谢异常和体重增

加［10，11］。而帕利哌酮对 H1 受体阻断作用较弱，对胰

岛素抵抗和体重影响较小［2］；阿立哌唑为 D2 和 5-HT

受体部分激动剂，对 5-HT2a 具有激活作用，因此奥

氮平换药为帕利哌酮或阿立哌唑后，某种程度上利

于恢复受体活性与节律，间接改善糖脂代谢和体重

指数［3］。本研究发现替代治疗后，两组患者第 4、8、

12 周 HOMA-IR 和第 8、12 周 BMI 均下降。

作为调节机体代谢平衡的重要脂肪因子，脂联

素能降低血脂和阻止体重增加［4，6］，瘦素与下丘脑

食欲中枢瘦素受体结合后，能增加能量消耗、抑制

摄食和脂肪合成［5］。研究发现奥氮平导致肥胖的患

者脂联素水平降低和外周瘦素水平增高［11］。本研究

发现替代治疗后，两组第 4、8、12 周脂联素持续升

高、瘦素下降，提示脂联素和瘦素水平发生内在调

节，同时两组患者第 4、8、12 周 HOMA-IR 和第 8、

12 周 BMI 均下降，提示胰岛素抵抗和体重指数向良

性转变，因此推测脂联素和瘦素的内在调节可能是

帕利哌酮或阿立哌唑替代治疗后糖脂代谢与体质量

改善的内在机制。

疗效与安全性方面，帕利哌酮组 PANSS 总分与

换药前比较无差异，阿立哌唑组第 4、8 周升高，有

2 例在 2~4 周期间出现症状复发住院，第 12 周与换

药前无差异。提示换药为帕利哌酮后能很好控制精

神症状，但阿立哌唑可能需要 8~12 周后方能较好控

制症状。帕利哌酮组不良反应率 14.2％低于阿立哌

唑组 20.4％，提示帕利哌酮更利于患者平稳度过换

药期，安全性优于阿立哌唑。

本文研究了奥氮平换药为帕利哌酮或阿立哌唑

后血糖脂、脂联素、瘦素、胰岛素抵抗指数等的变

化，并推测帕利哌酮或阿立哌唑通过促进脂联素和

瘦素内在调节，以改善糖脂代谢异常和体重指数，

为精神科临床代谢不良反应提供了解决方案和初探

了作用机制。但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对代谢指标检

测不够全面，以及在脂联素和瘦素调节的关键机制

与信号通路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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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血糖脂、脂联素、瘦素、HOMA-IR和BMI水平

组别 治疗前 4周 8周 12周

帕利哌酮组（n=45）

　TG（mmol/L） 2.83±0.12 2.74±0.11 2.18±0.14ab 1.77±0.12ab

　TC（mmol/L） 5.18±0.13 4.97±0.14 4.11±0.10a 3.21±0.11a

　FBS（mmol/L） 6.92±0.24 6.81±0.21 5.87±0.23a 4.55±0.19a

　脂联素（mg/L） 13.1±1.1  14.8±1.2a 17.2±1.1a 19.3±1.3a

　瘦素（μg/L） 27.4±5.2 26.1±4.9a 24.2±4.7a  21.3±4.6a

　HOMA-IR 4.1±1.2  3.2±1.0a  2.6±1.1a  2.0±1.2a  

　BMI 28.0±1.1 27.9±1.2   25.9±1.1a 22.3±1.2a

阿立哌唑组（n=44）

　TG（mmol/L） 2.79±0.12 2.77±0.11 2.21±0.13a 1.82±0.10a

　TC（mmol/L） 5.21±0.13 5.20±0.12 4.20±0.11a 3.31±0.13a

　FBS（mmol/L） 6.79±0.22 6.67±0.19 6.51±0.20 6.43±0.21

　脂联素（mg/L） 13.3±1.3 14.6±1.2a  17.6±1.5a 19.4±1.2a

　瘦素（μg/L） 27.2±5.1   26.2±4.7a 24.8±5.1a 22.5±4.7a   

　HOMA-IR 4.0±1.3 3.3±1.2a 2.7±1.1a 1.9±1.0a

　BMI 27.9±1.2 28.1±1.3 26.1±1.4a 21.9±1.3a

注：1）与治疗前比较，aP<0.05；2）与阿立哌唑组同时点同

指标比较，b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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