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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立哌唑联合喹硫平对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性激素及糖脂代谢的影响

侯莹莹 、 刘　军 、 王　丹 、 程欢迎

【摘要】 目的　探讨阿立哌唑联合喹硫平对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疗效及对其性激素及糖脂代

谢的影响。方法　本研究对象为 2019 年 1 月～2020 年 8 月 70 例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数字表法随

机均分为两组，对照组采用喹硫平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阿立哌唑治疗。比较两组治疗

前后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性激素以及糖脂代谢指标。结果　治疗后两组 PANSS 量表中

阳性症状、阴性症状、精神症状均显著降低，治疗后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治疗后对

照组血清雌二醇（E2）水平显著降低、催乳素（PRL）水平显著升高，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

白（LDL-C）、空腹血糖均显著升高（P< 0.05），治疗后观察组血清 E2 高于对照组、PRL 水平、TC、

LDL-C、空腹血糖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阿立哌唑联合喹硫平治疗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能够

提升临床疗效，且能降低对糖脂代谢、性激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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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aripiprazole combined with quetiapine in femal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nd its influence on sex 
hormones and glucose/lipid metabolism　　HOU Yingying，LIU Jun，WANG Dan，et al. Department of Psychia-
try，Luohe Central Hospital，Luohe 4623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icacy of aripiprazole combined with quetiapine in the treatment of female 

schizophrenia and its effect on sex hormones，glucose and lipid metabolism. Methods　Seventy femal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from January 2019 to August 2020 were selected，an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using the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quetiapine，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aripip-

razole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mptom Scale（PANSS），sex hormones，and glucose 

and lipid metabolism index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positive symptoms，negative symptoms，and total scores in the PANSS scal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re-

duced，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serum estradiol（E2）level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the prolactin（PRL）level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and the serum total cholesterol（TC），low-density lipoprotein（LDL-C），and fasting blood glucose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P<0.05）. while after treatment，the serum E2，PRL levels，TC，LDL-C，and fasting blood 

gluco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m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quetiapine alone in the treatment of female schizophrenia patients，aripiprazole combined with quetiapine can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icacy，and can reduce the effect on glucose and lipid metabolism and sex horm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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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发病率高，不仅降低患者生活质量，

还将对家庭以及社会带来严重负担。第二代抗精神

病药物是精神分裂症的常用的药物，但该类药物会

造成催乳素（PRL）水平升高，雌二醇（E2）水平降

低，升高患者血糖及血脂水平，严重者甚至出现代

谢综合症［1］。阿立哌唑具有性激素水平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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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学者提出使用阿立哌唑联合喹硫平或奥氮平

治疗精神分裂症，可能降低其副反应，但目前国内

报道较少［2］。为进一步验证阿立哌唑在非典型抗精

神病药治疗精神分裂症中对性激素及糖脂代谢的影

响，本研究纳入 70 例女性患者，采用小剂量的阿立

哌唑联合喹硫平治疗，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为 2019 年 1 月～2020 年 8 月 70 例

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数字表法随机均分为两组，

对照组采用喹硫平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

联合阿立哌唑治疗。观察组年龄 24～44 岁，平均

（36.76±4.21）岁；体质指数（BMI）19～23.6kg/m2，

平均（22.46±1.01）kg/m2；对照组年龄 26～43 岁，

平均（36.89±4.07）岁；BMI19～23.5kg/m2，平均

（22.26±1.14）kg/m2。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1）纳入标准：符合《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

际统计分类》第十次修订版（ICD-10）［3］精神分裂症

诊断标准；初诊患者；女性患者，年龄 18～45 岁；阳

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总分＞ 60 岁；入组前一

个月无精神药物服用史；BMI 正常。（2）排除标准：

合并高血脂、高血糖；妊娠期或哺乳期；合并代谢综

合征；合并严重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等；明显的

自残、暴力倾向者；难治性精神分裂症。

1.3　方法

对照组采用喹硫平治疗，口服喹硫平片，起始

服用剂量每天 100mg，2 周内逐步增加剂量至每天

400～750mg，连续治疗 6 周，对照组喹硫平片日均

用量为（610.35±75.50）mg。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

联合阿立哌唑治疗，口服阿立哌唑片，小剂量治疗

且剂量固定，每次 10mg，每天 1 次，连续治疗 6 周；

观察组喹硫平片日均用量为（605.76±72.60）mg。

1.4　观察指标

比 较 两 组 治 疗 前 后 阳 性 与 阴 性 症 状 量 表

（PANSS）［4］：该量表包含阳性症状、阴性症状、精

神症状三个分量表，分别有 7 个、7 个、16 个条目，

每个条目根据严重程度评分 1-7 分，得分越高症状

越严重。检测治疗前后性激素以及糖脂代谢指标，

包括血清雌二醇（E2）、催乳素（PRL）水平；总胆固

醇（TC）、低密度脂蛋白（LDL-C）水平；空腹血糖。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3.00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

验，计量资料用“x±s”表示，采用 t 检验，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 PANSS 量表比较

治疗后两组 PANSS 量表中阳性症状、阴性症状、

精神症状均显著降低，治疗后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

组（P<0.05），见表 1。
表1　两组PANSS量表比较（x±s）

组别 时间 阳性症状 阴性症状 精神症状

观察组（n=35）治疗前 24.35±3.12 20.17±4.04 44.78±6.60

治疗后 16.12±3.06ab 13.80±2.18ab 32.57±4.26ab

对照组（n=35）治疗前 24.28±3.21 19.92±4.12 45.20±6.26

治疗后 18.36±2.17a 15.16±2.51a 35.78±4.51a

注：组内比较aP<0.05，组间比较bP<0.05。

2.2　两组性激素及糖脂代谢比较

治疗后对照组血清 E2 水平显著降低、PRL 水

平显著升高，TC、LDL-C、空腹血糖均显著升高

（P<0.05），但治疗后观察组与对照组各项指标差异

显著（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性激素及糖脂代谢比较（x±s）

组别 时间 E2（pg/ml） PRL（ng/ml） TC（mmol/L） LDL-C（mmol/L） 空腹血糖（mmol/L）

观察组（n=35） 治疗前 102.88±9.23 25.39±4.23 1.04±0.24 2.45±0.30 4.47±0.60

治疗后 98.02±7.45ab 25.57±3.99b 1.22±0.30ab 2.72±0.37ab 5.12±0.54ab

对照组（n=35） 治疗前 103.14±9.79 25.18±5.09 1.02±0.19 2.42±0.35 4.44±0.58

治疗后 95.78±7.27a 28.23±6.32a 1.48±0.24a 3.02±0.39a 5.39±0.59a

注：组内比较aP<0.05，组间比较bP<0.05。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患病率较高，起病多在青壮年，给

患者的社会功能和认知功能带来严重损害，对家

庭、社会造成影响。因此，探求有效、安全的治疗

放，改善患者预后对维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5］。

虽然第二代抗精神病药治疗精神分裂症在降低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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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症状方面具有确切疗效，但患者在服药期间体

质量增、血糖、血脂代谢异常，性激素紊乱等也对

患者身心健康造成影响，而且可能直接影响服药依

从性［6］。为进一步验证第二代抗精神病药对性激素

及糖脂代谢的影响，本研究仅纳入女性患者，以便

进行临床对比。

本研究两组患者均采用喹硫平治疗，喹硫平通

过拮抗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枢多巴胺 2 受体（D2）、组

胺 H1 受体（H1）和五羟色胺 2 受体（5-HT2）发挥

抗精神分裂症治疗效果，稳定患者情绪，因此两组

治疗后两组 PANSS 量表中阳性症状、阴性症状、精

神症状均显著降低（P<0.05）［7］。但同时治疗后对照

组血清 E2 水平显著降低、PRL 水平显著升高，TC、

LDL-C、空腹血糖均显著升高（P<0.05），提示其对

患者性激素及糖脂代谢产生显著影响。可能机制在

于喹硫平阻断 5-HT2、D2 以及 Hl 受体，导致镇静过

度或食欲增加，进而表现出胰岛素分泌量下降、胰

岛素抵抗、体重增加等，影响患者糖脂代谢［8］。同

时，喹硫平可阻断结节 - 漏斗通路处的 D2，因此直

接导致 PRL 水平升高，降低血清 E2 水平。但我们发

现，治疗后观察组与对照组各项指标差异显著，说

了联合服用小剂量的阿立哌唑能够降低药物糖脂代

谢及性激素的影响。其可能机制在于，阿立哌唑属

于一种多巴胺递质稳定剂，对 D2 受体产生部分激动

作用，故对 PRL 水平具有较小的影响；且能够削弱

喹硫平对结节 - 漏斗通路中 D2 受体的阻断效果，促

使 PRL 水平降低［9-10］。同时阿立哌唑 H1 受体阻断作

用轻微，故对体重、食欲等影响较小，不宜引起高

血脂；另有研究认为阿立哌唑能激动 5-HT1A 受体，

因而造成血糖上升不明显，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喹

硫平对血糖水平的影响［11-12］。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

后观察组 PANSS 量表各项评分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

组（P<0.05），主要与联合运用小剂量阿立哌唑的抗

精神分裂症协同效应；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未能探

讨阿立哌唑降低药物对性激素及糖脂代谢的影响是

否有助于精神分裂症的症状改善，待优化试验设计，

增加样本量，延长随访时间，再进行进一步验证。

综上所述，阿立哌唑联合喹硫平治疗女性精神

分裂症患者，能够提升临床疗效，且能降低对糖脂

代谢、性激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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