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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氮平在诱发难治性精神分裂患者肺栓塞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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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药物源性心血管系统并发症是导致精神疾病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典型或非典型抗

精神病药物均可诱发或导致其发生。氯氮平作为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在难治性精神病治疗中发挥

着巨大的作用。已有研究表明氯氮平有诱发或促进深静脉血栓形成及肺栓塞发生危险性。这提醒临

床医师在对难治性精神病患者进行药物治疗时，要提高对氯氮平等二代抗精神病药物可能导致肺栓

塞的重视，纠正错误用药习惯，避免危险因素，降低相关严重后果的发生。本文拟对氯氮平与肺栓

塞的相关性展开讨论，旨在梳理氯氮平在诱发难治性精神病患者中肺栓塞发生的原因及危险因素，

并提出几点针对性预防措施的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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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言

难 治 性 精 神 分 裂 症 （ t r e a t m e n t  r e s i s t a n t 

schizophrenia，TRS）常被泛指为难治性精神病，系指

在足剂量、足疗程地联合应用两种化学结构不同的

抗精神病药物后仍难以达到控制目的的精神分裂症。

TRS 发生常具有其神经系统发育缺陷的病理学基础，

用药耐受性高、病情预后恶劣，给我国精神卫生防

治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氯氮平并不是精神分裂症

的一线首选药物，但其在控制难治性精神分裂症具

有显著的优势。氯氮平可显著减轻 TRS 患者的攻击

性行为，同时降低患者自杀意愿风险，改善预后［1］。

近年来临床研究陆续发现，氯氮平常存在着较

大的血液系统不良反应风险，故在用药期间监测患

者血液学指标已被大多数医院认可。但笔者在临床

实践中发现，许多患者在氯氮平用药期间存在血液

高凝、血小板粘附聚集功能亢进等现象，然而氯氮

平的用药说明及 TRS 的临床治疗指南中均没有关于

该药物可能促进血栓形成说明［2］。这无形中给 TRS

的药物治疗埋藏下了不稳定因素。因此，笔者系统

阅读了关于氯氮平同肺栓塞等药物源性并发症相关

的文献，总结了现阶段已有的观点看法，以期在临

床工作中有所获益。

二　抗精神病药物与肺栓塞的相关性

精神分裂症是一组病因未明的严重精神疾病，

是现阶段除了车祸外伤外青壮年致残的主要原因。

精神分裂症临床表现各异，但均存在思维、情感、

行为及感知觉在内的多方面功能障碍并精神行为不

协调 ［3］。时至今日，人类对心理精神现象的认识了

解仍非常浅薄，因此人们对精神疾病的控制手段也

极为有限。精神疾病的治疗仍以临床控制、症状缓

解为主，缺乏行之有效的根治性治疗手段。自二十

世纪五十年代第一个抗精神病药物氯丙嗪的发现以

来，抗精神病药物（Antipsychotic drugs，APD）已经

经过了六十余年的长足发展。目前，抗精神病药物

已经从氟哌啶醇、氯丙嗪为代表的一代抗精神病药

物发展为以氯氮平、利培酮等为代表的二代精神病

药物［4］。同时随着临床研究的发展，用药监测水平

的不断提高，各种抗精神病药物的用药指征及不良

反应已得到了充分的报道。

相较于其他临床学科，药物是精神疾病控制的

主流手段，各种药物在精神疾病中的使用时间长、

疗程多且用量大，因此，药物不良反应监测在精神

科的地位举足轻重。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

PE）是呼吸循环系统的危重急症，临床工作中栓子

类型以游离血栓最为多见，故 PE 常指狭义上的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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栓栓塞症（Pulmonary thromboembolism，PTE）。PE

的发生常有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nous thrombosis，

DVT）的病理学基础［5］。近些年来，随着临床药学的

发展，药物不良反应监测、药物风险效益评价等相

关的理念越来越受到重视。PE 的低发生率和高致残

性像一对辩证的矛盾体，常使临床用药左右为难。

一项 meta 分析［7］显示，APD 能够使患者发生 PE 的

概率增加 3.7 倍。然而 Tournier 等［8］表明，多项 meta

分析的置信区间范围从 0.77 到 30.98，表明该统计缺

乏一定效力，APD 与 PE 的相关性仍存在很大争议。

或许是因为 DVT 及 PE 的发生常是多因一果的，APD

的使用对 PE 等疾病发生的促进作用非常小，以及人

群个体反应变异性大。

三　氯氮平致 PE及其他不良反应的相关性

对精神疾病通常推荐单药治疗，仅当单药治疗

无效时才考虑联合治疗。但对难治性精神分裂症，

单药治疗难以奏效。氯氮平在历史上发现其实较早，

但直到相关神经生物学研究深入后其抗精神病作用

才被认识，才逐渐应用于临床。目前证实，氯氮平

为中枢神经系统非典型递质的拮抗剂，对五羟色胺

（5-HT）受体和多巴胺 1（DA1）受体有持续而长久

的阻滞作用。对 Ach、组胺及α 受体也有轻度的阻

滞作用［9］。因为氯氮平作用的受体多，因此其抗精

神病疗效通常优于一代抗精神病药物。在难治性精

神分裂症中，氯氮平的控制效果好，且几乎无锥体

外系反应，因此被公认为是治疗难治性分裂症的最

佳药物。其副作用较为局限，可能导致轻度的骨髓

抑制，表现为粒细胞缺乏症，因此在用药时强调血

液检测，尤其注意防止感染的发生；心肌毒性为其第

二大副作用，主要以心肌炎性改变为主，多呈自限

性，对原本患有心功能不全、心力衰竭的患者应慎

用；此外也常见某些非典型性副作用，如植物性神经

紊乱、体位性低血压、抗精神病药恶性综合征、甘

油三酯水平升高和糖尿病等代谢紊乱综合征［10］。恶

性综合征（NMS）在非经典抗精神病药未发明前曾较

为常见（发生率约为 0.5％～3％），但随着非经典抗

精神病药的应用，NMS 现在已相对少见。

氯氮平导致肺栓塞的案例罕见，这本身就与栓

子入血后低概率入肺有关。但一旦出现，常常为致残

性致死性。氯氮平本身并不会造成血管内皮损伤，其

导致栓子形成的可能因素或与其强大的催眠镇定作用

相关。患者服药后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能够导致深静

脉淤血，所以可能导致肺栓塞，国内有多个文献研究

指出［11］，精神病患者在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氯氮平

后出现肺栓塞情况，但是文献报道多为个例。国外一

项较新的前瞻性研究［12］显示，对 34 例服用氯氮平的

精神病患者其发生 PE 后死亡的概率进行统计，可高

达 36.36％。虽然该项研究纳入的多为长期卧床、生

活不能自理的患者，本身就具有血液黏滞的危险因

素，且样本量较小，但仍提示氯氮平治疗精神病患者

中存在着不能忽视的风险。Jönsson 等［13］发现 279 名

因肺栓塞死亡的患者有 33 名长期服用 APD，提示这

氯氮平等 APD 与血栓性疾病相关性远超人们的预期。

总而言之，氯氮平导致 PE 的报道或许少见，但多数

患者已经存在了血液高凝的危险因素，只不过因为致

死性肺栓塞少见而使其长期处在被忽视的状态。如何

在难治性精神病患者中，有效控制病情的同时降低如

PE 等并发症发生风险是值得商榷的事情。

四　氯氮平致 PE的病理生理机制

氯氮平致 PE 发生的病理生理机制尚未完全阐

明，研究［14］发现，APD 中的氯氮平可通过多种机制

参与肺栓塞的形成。氯氮平可直接促进脑腺垂体分泌

催乳素，导致高催乳素血症。而催乳素或许是血小板

的激动剂。氯氮平也可提高静脉血栓形成的危险因

素，如其镇静催眠作用所导致的躯体约束作用。长时

间的躯体约束给精神病患者带来的直接影响是静脉内

血流速度降低，逐渐形成血液高凝的状态。氯氮平可

使用药者平均增重 7～11kg，而肥胖则是 PE 发生的

独立危险因素。NMS 是 APD 不良反应最严重的并发

症之一。NMS 以高热、躯体肌强直、自主神经功能紊

乱和精神状态改为为典型临床表现。既往曾认为 NMS

是氯氮平导致肺栓塞因果链上的某一环节。但一项病

例报告显示［14］，一位患者在入院后即行抗血栓治疗同

时持续活动及下地行走，但后期仍被诊断为肺栓塞，

表明 NMS 不是诱发 PE 的独立危险因素，而 APD 很

可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国内学者孙振晓等［15］

表明，部分 APD 如氯氮平还能够通过增加狼疮抗凝

血因子及抗心抗磷脂抗体水平使得血液凝固，增加血

凝状态，表明自身免疫或许也是 PE 发生的促进因素。

因此我们在给合并有自身抗体阳性的精神疾病患者使

用氯氮平时应注意其血栓发生的风险。

五　防治策略

无论 DVT 还是 PE 均是极为棘手的疾病，致残

致死率极高。提高氯氮平可能诱发难治性精神分裂

症患者发生 PE 的风险意识，积极主动采取相关防治

意义重大。包括氯氮平在内的大多数抗精神病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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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增加血栓形成即 PE 的风险，只通过抗血栓药物

干预进而防治 PE 是行不通的［16］。笔者认为，对患

者系统情况及 PE 发生危险因素进行评估为一个合理

可行的方案。当评估发现患者出现多种危险因素时，

纳为重点关注人群，并给予适当的预防性干预。

首先，避免使用氯氮平患者的长期制动。对高

危患者应给予患者有足够的运动量，对有攻击性的

患者应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指导家属及护工辅导患

者进行适度的室内锻炼。其次，对于没有运动需求

或条件的患者，可以采取一些被动型的躯体锻炼，

或穿弹性长筒袜等。有学者建议［17］，在长期约束或

NMS 患者，根据其发生 VTE 的危险程度，进行经常

性体格检查，躯体锻炼，甚至使用抗凝药物。 有学者

甚至建议对所有不动的 NMS 患者均使用抗凝药物。

最后是早期诊断，加强精神卫生中心和综合医院的

会诊合作，当患者出现下肢肿胀、疼痛或变色，胸

痛或呼吸困难时应引起高度重视，联合会诊，及时

处理，最大程度降低患者的伤病死亡。

六　小结

精神分裂症是一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的疾病，

患者临床表现涉及感知、思维、情感、认知和行为

方面的异常，在全球范围内约有 1％的人口深受其

害［18］，是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之一。氯氮平作为难治

性精神分裂症的重要治疗药物，疗效显著，但却有

引发患者肺栓塞的风险。研究［16］发现，氯氮平等抗

精神病药物与肺栓塞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抗精神病

药物的种类、剂量、服用时间被认为是肺栓塞的危

险因素；而氯氮平常联合其他抗精神病药物，伴随患

者躯体制动及恶性综合征是肺栓塞发生的关键途径；

患者服用氯氮平药物后出现静脉内血流滞缓以及血

液高凝状态是肺栓塞的重要机制；其中催乳素、抗心

抗磷脂抗体水平、体质量指数、外周血白细胞参数

及血常规各项指标显著增加是患者服用氯氮平后出

现的主要症状，也是诱发肺栓塞的重要作用因子。

尽管氯氮平等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在精神分裂症患

者中得到广泛应用，药物副作用高、肺栓塞误诊率、

病死率高的现象仍偶有发生，目前国内外对氯氮平与

肺栓塞之间的相关性研究较少，需进一步探讨［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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