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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培酮与奥氮平治疗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效果及对认知功能与血脂的影响

张明松 、 张　目 、 马文立 、 张艳春 、 刘溪琨

【摘要】目的　探讨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应用利培酮与奥氮平治疗后的疗效及其认知功能、血脂

代谢水平变化。方法　将 2013 年 3 月 ~2018 年 10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120 例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按

照入院先后顺序分为对照组及观察组，每组 60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奥氮平治疗，观察组患者应用利

培酮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症状评分、认知功能、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HDL-C）、总胆固醇（TC）及血清三酰甘油（TG）水平变化。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

的 PANSS 评分均低于治疗前，MCCB 评分均高于治疗前（P<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PANSS 评分

和 MCCB 评分无统计学差异（P> 0.05）；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血脂水平没有明显差异，治疗后观察组的

HDL-C 水平高于对照组，LDL-C、TC、TG 水平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利培酮和奥氮平均能

够有效改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及精神症状，利培酮对血脂水平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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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risperidone on first-onset schizophrenia and its effect 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blood lipid me-
tabolism　　ZHANG Mingsong，ZHANG Mu，MA Wenli，et al.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Zhumadian Psychiatric 
Hospital，Zhumadian 46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risperidone in patients with first-onset schizophrenia and its in-

fluence 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lipid metabolism. Methods　A total of 120 patients with first-onset schizophrenia who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3 to October 2018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with 6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by olanzapine，whil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risperidone. The symptoms score，cognitive function，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high-densi-

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and Changes in total cholesterol（TC）and serum triacylglycerol（TG）level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PANSS scores were decreased 

and the MCCB score were increased than before treatment in both of two groups（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ANSS and MCCB scores between the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HDL-C level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the levels of LDL-C，TC and TG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Both risperidone and olanzapin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cognitive function and symptoms of patients with first-onset schizophrenia，and risperidone has less effect on 

blood lipid levels than olanzap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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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病程迁延，常反复发作，导致患者

社会功能严重损害，严重时甚至引起精神残疾［1］。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反应较好。奥氮平、利培

酮均为较为常用的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主要通过

调节机体多巴胺、5- 羟色胺等神经递质水平来改善

患者症状［2］，但两种药物都会引起患者的血脂代谢

出现异常［3］，本研究旨在对比观察利培酮与奥氮平

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效果和对血脂代谢的影响，现报

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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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3 年 3 月～2018 年 10 月期间来本院就

诊的 120 例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符合由中华医学

会精神科分会制定的《CCMD-3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

与诊断标准》中对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4］，患者自

愿参与本研究，均为我首次发病，意识清醒，经我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评分

（PANSS）≥ 70 分。排除器质性精神障碍者，药物

禁忌症者，近期使用同类药物治疗者，严重肝肾功

能不全者，成瘾性药物长期使用者。依据患者入院

先后顺序进行均分为两组，各 60 例患者，对照组男

25 例，女 35 例；年龄 29～68 岁，平均（48.69±4.13）
岁；受教育年限 6～21 年，平均（13.39±1.40）年；

体质量指数（BMI）（22.38±2.01）kg/m2。观察组男 23
例，女 37 例；年龄 31～65 岁，平均（48.73±4.16）

岁；受教育年限 6～21 年，平均（13.46±1.31）年；

体质量指数（BMI）（22.44±1.95）kg/m2。两组患者基

线资料具有可比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应用奥氮平（国药准字 H20010799，

规格 10mg*7 片）口服，10mg/ 次，1 次 /d；观察组患

者给予利培酮（国药准字 H20010309，规格 1mg*20
片）口服，1mg/ 次，2 次 /d，7d 后依据病情适当调

整剂量，日最大剂量 <6mg，两组患者均持续治疗 8
周并对比治疗效果。

1.3　观察指标

（1）精神症状：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评分

（PANSS）评价患者治疗前后症状变化，PANSS 评分

包含阳性量表评分、阴性量表评分及一般精神病理

量表评分三项，其中阳性量表评分及阴性量表评分

各包含 7 项内容，一般精神病理量表评分包含 16 项

内容，每项采用 1～7 分 7 级评分法进行评价，分数

越高提示患者症状越严重；（2）认知功能比较：用认

知功能成套测验量表（MCCB）评价患者治疗前后认

知功能变化，其内包含韦氏记忆量表第三版空间广

度测验评分（WMS- Ⅲ）、霍普金斯词语学习测验评

分（HVLT-R）、神经心理评估迷宫测验评分（NAB）

及简易视觉记忆测验评分（BVMT）四项内容，分数

越高提示患者认知功能改善效果越佳；（3）血脂水

平：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于患者治疗前、治疗后

检测患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血清三酰

甘油（TG）、总胆固醇（TC）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水平变化。

1.4　统计方法

依据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n（％）］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x±s）表示计量资料，计数、

计量资料分别采用 χ2 值、t 值进行检验，P<0.05 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症状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后阳性症状、阴性症状、

一般精神病理症状及 PANSS 总分比较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但两组患者治疗后各项评分均较治疗

前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PANS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阳性症状 阴性症状 一般精神病理症状 PAN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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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25.38±3.11 11.61±1.25* 26.21±2.99 12.01±1.33* 41.43±4.03 21.23±2.01* 89.85±4.51 41.43±4.01*

观察组 60 25.43±3.08 11.55±1.30* 26.17±3.03 11.96±1.29* 41.61±4.09 21.19±1.95* 90.21±4.49 41.33±3.93*

t 0.0885 0.2577 0.0728 0.2090 0.2428 0.1106 0.4382 0.1380

P 0.4648 0.3985 0.4711 0.4174 0.4043 0.4560 0.3310 0.4453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2.2　认知功能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 WMS- Ⅲ、HVLT-R、NAB、

BVMT 评分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较治

疗前均显著提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

间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血脂水平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 TG、TC、LDL-C 水平均较

治疗前升高，HDL-C 水平较治疗前降低，观察组

改变幅度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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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环境和遗传因素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生有密切关

联，患者临床复杂多样，涉及意志行为、感知觉思

维、情感、认知功能等各个方面［4，5］。约有 85％的

精神分裂症患者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障碍［6］，

对患者执行能力、记忆、学习能力等均造成严重影

响，随着病程的延长，患者认知功能损伤更为严重。

抗精神病药物是目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首选

治疗，奥氮平及利培酮均属于第二代抗精神病药

物［7，8］。本研究显示，两组患者治疗后阴性症状、

WMS- Ⅲ、阳性症状、HVLT-R、一般精神病理症状、

BVMT、PANSS、NAB 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而

且组间对比无明显差异，说明两种药物均能够有效

改善患者症状体征，促进患者认知功能恢复，治疗

效果基本相当。

近年来，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血脂代谢紊乱问题

日益受到重视［9］。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可以加重胰

岛素抵抗，降低甘油三酯转运及分解，提升机体甘

油三酯含量，导致甘油三酯在肝内大量沉积，同时，

胰岛素抵抗会抑制脂蛋白β100 合成，导致血脂水平

异常升高，血脂代谢异常引起代谢综合征发生［10］。

本研究发现：两组患者治疗后 LDL-C、TG、HDL-C、

TC 水平均治疗前发生异常改变，证实两种药物会影

响患者的血脂代谢，本研究还发现：观察组患者血脂

水平改善幅度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提示相较于奥

氮平，利培酮在精神分裂症治疗过程中对机体血脂

水平影响较小。可能与奥氮平降低神经肽 POMC 分

泌，导致患者摄食量提升，增加胰岛素抵抗有关。

利培酮对于多巴胺受体及 5- 羟色胺受体的作用较为

平衡，对患者摄食水平影响较小［11］。本研究与桑俊

飞等［12］的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利培酮与奥氮平治疗首发精神分裂

症效果相当，均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症状及认知功能，

利培酮对机体血脂水平影响较小。本研究样本量较

小，观察时间也比较短，后续需要更长时间的研究

来观察两种药物对患者血脂的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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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MCCB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WMS-Ⅲ评分 HVLT-R评分 NAB评分 BVMT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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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22.26±3.68 28.21±1.38* 23.01±2.88 28.07±1.05* 21.96±2.96 27.99±1.21* 22.51±2.18 27.8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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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0.0740 0.1168 0.1700 0.2028 0.1097 0.1369 0.1233 0.3566

P 0.4706 0.4536 0.4327 0.4198 0.4564 0.4457 0.4510 0.3610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水平对比（x±s，mmol/L）

组别 例数
HDL-C TG TC LD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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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1.46±0.19 1.33±0.11* 1.35±0.19 2.01±0.29* 4.06±0.49 5.38±0.61* 2.08±0.35 2.69±0.41*

观察组 60 1.45±0.21 1.41±0.03* 1.34±0.22 1.69±0.26* 4.08±0.51 4.79±0.56* 2.07±0.37 2.25±0.40*

t 0.2735 5.4349 0.2665 6.3640 0.2190 5.5190 0.1521 5.9501

P 0.3925 0.0000 0.3952 0.0000 0.4135 0.0000 0.4397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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