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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脂代谢异常发生率及其相关因素调查
班春霞 1 、 李清伟 2 、 李慧娟 1 、 陈翔春 1 、 孟美玲 1 、 张袁杰 1 、 于伟霞 1 、 高存友 1
【摘要】目的

对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脂代谢异常发生率及其相关因素进行调查。方法

采用自

制的调查表对 235 例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调查，分别收集患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性
格、病程、住院时间、既往病史（高血压、糖尿病）、服用抗精神病药物等相关资料，同时检测体质
量、身高、空腹血糖、甘油三酯、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及低密度脂蛋白等相关指标。结果

235

例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存有脂代谢异常 158 例，发生率为 67.2 ％。外向、超重、高血压及未服
用阿立哌唑患者更易发生脂代谢异常（P < 0.05）。外向患者总胆固醇及甘油三酯均明显高于内向患
者（P < 0.05）。超重患者甘油三酯明显高于非超重患者（P < 0.01）。高血压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甘油
三酯明显高于非高血压患者（P < 0.05）。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外向、超重是脂代谢异常发生的高
危因素，服用阿立哌唑是脂代谢异常发生的保护性因素。结论

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脂代谢异常发

生率较高，外向、超重的患者较易发生脂代谢异常，而服用阿立哌唑可降低脂代谢异常发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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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cidence of abnormal lipid metabolism of hospitalized schizophrenia

inpatients and relative factors. Methods A self-made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235 hospitalized schizo-

phrenia inpatients. Gender，age，educated years，course of disease，hospital stays，past medical history（hypertension，
diabetes）
，and use of antipsychotic drugs were collected. Meanwhile，body mass，height，blood glucose，triglycerides，
total cholesterol，high-density lipoprotein and low-density lipoprotein were measured. Results Among 235 hospitalized

schizophrenia inpatients，158（67.2％）cases of which were complicated with abnormal lipid metabolism. Extraverted，
overweight，hypertensive and non-aripiprazole patients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abnormal lipid metabolism（P < 0.05）.
Total cholesterol and triglyceride in extraverted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introverted patients（P < 0.05）.

Triglyceride in overweight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non-overweight patients（P < 0.01）. Triglycerid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hypertensive in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than in non-hypertensive patients（P < 0.05）.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extraversion and overweight were high risk factors for abnormal lipid metabolism，
while aripiprazole was a protective factor for abnormal lipid metabolism. Conclusions The incidence of abnormal lipid
metabolism was higher in hospitalized schizophrenics. Extroverted，overweight patients are more prone to abnormal lipid
metabolism，and aripiprazole can reduce the risk of lipid metabolism abnormalities.
【Key words】Schizophrenia；Abnormal lipid metabolism；Related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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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incidence of abnormal lipid metabolism and its related factors in hos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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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一种重性精神疾病，其治疗仍以
抗精神病药物治疗为主，而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常可

者。③高血压、糖尿病等躯体疾病已由相应专科医
生确诊后进行诊断。

1.2.3 抗精神病药物收集 对患者服用的所有抗

［1，2］

引起脂代谢异常，尤其是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

。

但临床上，并不是所有服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的

精神病药物进行收集。本研究中，服用至少一种非典

患者均会出现脂代谢异常，其原因至今尚未阐明。

型抗精神病药物即视为服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服

本研究以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探讨其

用至少一种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即视为服用典型抗精神

脂代谢异常发生率及其相关影响因素，以期为精神

病药物；仅服用一种抗精神病药物即视为单一用药；

分裂症患者脂代谢异常有针对性采取措施进行预防

服用两种及以上抗精神病药物即视为联合用药。其

提供理论依据。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中，患者服用的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包括：奥氮平、

1

1.1

对象与方法

利培酮、喹硫平、阿立哌唑、氯氮平、齐拉西酮、氨

对象

选择 2020 年 2 月 1 日～2020 年 2 月 28 日期间，

在上海市嘉定区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住院的精神分

磺必利及帕利哌酮等；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包括：氯丙
嗪、舒必利、奋乃静、氟哌啶醇等。本研究仅对几种
服用患者人数较多的抗精神病药物进行了分析。
1.2. 4

裂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调查。入组标准：（1）

临
◎床研究

符合 ICD-10 中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2）住院
时间≥ 4 月；（3）患者或者其法定监护人充分了解
本研究内容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既往有其它精
神障碍病史或目前共病其它精神障碍的患者。最

◎ Clinical research

终，共有 235 例患者进入了研究，其中男性 169 人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 t 检
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相关因素分析采用逐步
Logistic 回归分析。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各单因素在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合并脂

（71.9 ％），女性 66 人（28.1 ％）；年龄 20 ～82 岁，

代谢异常情况比较

26.56±12.29 年；住院时间 4～386 月，平均住院时

脂代谢异常，发生率为 67.2 ％。住院精神分裂症患

人（83.8 ％）。本研究方案已获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批。

脂代谢异常检出率明显高于非脂代谢异常检出率，

平均年龄 53.78±12.40 岁；病程 0～57 年，平均病程
间 103.89±95.25 月；外向 38 人（16.2 ％），内向 197
1. 2

方法

1.2.1 资料收集 采用自制的调查表对住院精神

分裂症患者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性格、病程、

235 例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中，158 例患者存有

者中，外向、超重、高血压及未服用阿立哌唑患者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2. 2

不同性格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血脂情况比

较

住院时间、既往病史（高血压、糖尿病）、服用抗精

外向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总胆固醇及甘油

神病药物等相关资料进行收集，同时测了体质量、身

三酯均明显高于内向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高、空腹血糖、甘油三酯、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
及低密度脂蛋白等相关指标。性格根据入院时监护人
或近亲属提供，分为内向和外向。根据身高、体质量
数值，按公式计算出体质量指数，即体质量指数 = 体
2

2

2

质量 / 身高 （BMI=body mass/height ，kg/m ）。
1.2. 2

指标采用标准

①超重：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 WS/T 428-2013 对肥胖进行的
分类：BMI ≥ 24.0 即为超重。②脂代谢异常：采用

（P < 0.05）
，见表 2。
2. 3

超重与非超重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血脂情

况比较
超重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甘油三酯均明显高于

非超重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超重
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高密度脂蛋白均明显低于非超
重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
，见表 3。
2.4

高血压与非高血压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血

2007 年《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中对血脂水

脂情况比较

判断为脂代谢异常：甘油三酯（TG）≥ 1.70mmol/L；

于非高血压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醇（HDL-C）＜ 1.04mmol/L；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于非高血压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

［3］

平参考值范围作为标准 ，符合下面其中之一即可
总胆固醇（TC）≥ 5.18mmol/L；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LDL-C）≥ 3.37mmol/L；目前在服用降脂药物治疗

高血压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甘油三酯均明显高

高血压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高密度脂蛋白均明显低
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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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单因素在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合并脂代谢异常情况比较（x±s或n（％））
项目

脂代谢异常组
（n=158）

非脂代谢异常组
（n=77）

χ2/t

P值

性别：男（％）

118（74.7％）

51（66.2％）

1.83

0.176

年龄（岁）

52.51±13.31

-1.10

127（80.4％）

70（90.9％）

4.23

10.02±2.90

教育年限（年）
内向（％）

26.71±12.76

病程（年）
住院时间（月）

葡萄糖（mmol/L）
糖尿病（％）

单一用药（％）
奥氮平（％）

5.12±0.82

-1.20

17（22.1％）

4.32

0.038

0.12

0.729
0.184

26（16.5％）

12（15.6％）

149（94.3％）

73（94.8％）

0.03

108（68.4％）

47（61.0％）

1.23

11（14.3％）

22（28.6％）

1.76

14（8.9％）

6（7.8％）

0.08

20（26.0％）

0.42

12（15.6％）
27（35.1％）

35（22.2％）

氯氮平（％）

0.006
0.233

0.03

59（37.3％）

31（19.6％）

阿立哌唑（％）

7.69

0.635

0.865

0.875

0.267

0.03

0.865

6.64

0.010

0.783

0.516

&：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
至少服用一种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
典型抗精神病药物：
至少服用一种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单一用
药：仅服用一种抗精神病药物；联合用药：除了单一用药外，均为联合用药（服用两种或两种以上抗精神病药物）。服用人数≥20
例抗精神病药物有：奥氮平、利培酮、喹硫平、阿立哌唑及氯氮平；服用小于20例的药物未计入统计。
表2

不同性格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血脂情况比较（x±s）
项目

总胆固醇（mmol/L）
甘油三酯（mmol/L）

外向（n=38）内向（n=197） t

P值

4.58±1.36 4.21±0.83 2.24 0.026
1.70±1.09 1.41±0.75 2.04 0.043

患者在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及低密度
脂蛋白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见表 5。
表4

高血压与非高血压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血脂情况比较
（x±s）
项目

高密度脂蛋白（mmol/L） 1.05±0.30 1.12±0.33 -1.17 0.245
低密度脂蛋白（mmol/L） 2.78±0.81 2.61±0.77

1.26 0.211

表3 超重与非超重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血脂情况比较（x±s）
项目
总胆固醇（mmol/L）
甘油三酯（mmol/L）

超重
非超重
（n=125） （n=110）

t

P值

4.21±0.80 4.34±1.08 1.10 0.274
1.65±0.89 1.23±0.67 -4.11 0.000

高密度脂蛋白（mmol/L） 1.05±0.29 1.17±0.35 2.94 0.004
低密度脂蛋白（mmol/L） 2.61±0.77 2.67±0.79

2.5

0.64 0.526

服用阿立哌唑与未服用阿立哌唑住院精神

分裂症患者血脂情况比较
服用阿立哌唑与未服用阿立哌唑住院精神分裂症

总胆固醇（mmol/L）
甘油三酯（mmol/L）

高血压
（n=73）

非高血压
（n=162）

t

P值

4.22±1.24 4.29±0.78 0.49 0.626
1.64±0.92 1.37±0.76 -2.32 0.021

高密度脂蛋白（mmol/L） 1.02±0.35 1.15±0.31 2.75 0.006
低密度脂蛋白（mmol/L） 2.51±0.90 2.70±0.70 1.60 0.113

2.6

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否伴有脂代谢异常

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以是否伴有脂代谢异常（伴有脂代谢异常 =1，
不伴有脂代谢异常 =0）为因变量，以患者的性别（0=
女，1= 男）、年龄、受教育年限、性格（0= 外向，1=
内向）、病程、住院时间、超重（0= 否，1= 是）、葡
萄糖、糖尿病（0= 否，1= 是）、高血压（0= 否，1=

◎ Clinical research

喹硫平（％）

31（40.3％）

0.793

5.29±1.05

26（16.5％）

利培酮（％）

-0.26

0.040

0.48

20（12.7％）

典型抗精神病药物（％）

26.26±11.33

0.554

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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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

0.59

108.13±94.80

56（35.4％）

高血压（％）

10.26±2.98

0.273

101.83±95.70
94（59.5％）

超重（％）

抗精神病药物使用情况&

54.40±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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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单一用药（0= 否，1= 是）、服用典型抗精神病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不仅对精神分裂症阳性症

药物（0= 否，1= 是）、服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0=

状有较好的疗效，而且对阴性症状和认知功能也有

否，1= 是）、奥氮平（0= 否，1= 是）
、利培酮（0= 否，

效，且锥体外系不良反应较少，故在临床上被广泛

1= 是）、喹硫平（0= 否，1= 是）、阿立哌唑（0= 否，
1= 是）及氯氮平（0= 否，1= 是）为因变量。结果显

示与脂代谢异常相关的危险因素是性格（OR=0.41，
P = 0.05）、超重（OR=2.23，P < 0.01）、阿立哌唑

（OR=0.42，P < 0.01）
，见表 6。
表5

服用阿立哌唑与未服用阿立哌唑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
血脂情况比较（x±s）
服用阿立哌唑 未服用阿立
（n=58）
哌唑（n=177）

项目
总胆固醇（mmol/L）
甘油三酯（mmol/L）

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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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脂蛋白（mmol/L）
低密度脂蛋白（mmol/L）
表6

t

P值

4.18±0.76

4.30±1.00

1.14±0.26

1.10±0.34 -0.89 0.374

1.33±0.64
2.58±0.70

0.82 0.413

1.49±0.87

1.31 0.192

2.66±0.80

0.70 0.485

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否伴有脂代谢异常影响因素的
Logistic回归分析

◎ Clinical research

95％CI

S. E.

Wald

P值

OR

-0.90 0.46

3.84

0.050

0.41

0.17～1.00

阿立哌唑 -0.88 0.32

7.34

0.007

0.42

0.22～0.79

β

自变量
性格

0.80 0.29

超重

3

讨论

7.54

0.006

2.23

1.26～3.95

精神分裂症比普通人群预期寿命缩短 10-20 年，
［4］

大多数患者是因心脑血管等躯体疾病而死亡

。而

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MS）作为一种临
床症候群，其主要临床表现为腹型肥胖、高血糖、
高血压以及脂代谢异常等，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

应用［10］。本研究结果也显示，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
多采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而较少使用典型抗精
神病药物治疗。但长期服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
常可导致患者体重增加，大大增加代谢综合征及其
它躯体疾病的患病风险［11］。阿立哌唑作为非典型
抗精神病药物之一，为一种多巴胺系统稳定剂，主
要作用机制为部分激动多巴胺和 5-HT 受体及拮抗

5-HT2a 受体，对阳性症状和阳性症状均有效［12，13］。
有研究发现［14］，相对于其它抗精神病药物，阿立哌

唑对脂代谢的影响较小，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提示服用阿立哌唑可减少脂代谢异常的发病风险。
有研究显示［15］，伴有高血压的患者更易发生脂
代谢异常，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
本研究结果发现，外向性格的患者更易发生脂代谢
异常，考虑可能与外向性格多为 A 型性格有关。A
型性格患者具有容易急躁、易激动、易激惹，喜欢
争强好胜，说话做事速度快等表现，这些表现不仅
易使心脏负担加重，心肌耗氧量增加，而且还可使
血液黏度增加，从而易使血脂指标发生异常。但本
研究采用的性格是在患者入院时，由监护人或近亲
属根据患者既往表现概括得出的，未使用相关量表
进行量化评估，主观性较强，所以性格与血脂之间
的相关性仍有待进一步进行研究。
本研究仍存有一些不足，首先，仅选择了住院
精神分裂症患者，无法排除住院因素对患者发生脂

。而脂代谢异常作为代谢综合征的重要

代谢异常的影响，其结果不一定适合居住在社区的

组成部分之一，可明显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患病率

患者；其次，性格由监护人或近亲属提供，未使用人

［5］

高发因素

［6］

和死亡率

。2016 年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中

显示，中国成人血脂异常患病率为 40.4 ％

［6］

。而本

研究结果显示，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脂代谢异常发
生率为 67.2 ％，明显高于普通人群。
易出现心血管等躯体疾病

响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脂代谢异常的因素还有很多，
有些因素尚未被纳入，如运动、饮食、服用抗精神
病药物时间及剂量等，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

有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因超重和肥胖更
［7］

格相关量表进行评定，主观性相对较强；再者，影

对 304 例

给予完善。

［8］

。班春霞等

住院老年期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超
重可能是增加精神分裂症患者合并躯体疾病的风险
因素。黄雪萍等［9］对 357 例住院康复病房精神分裂
症患者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超重是代谢综合征的重
要风险因素之一。本研究结果显示，住院精神分裂
症患者中，超重患者更易出现脂代谢异常，是脂代
谢异常的危险因素之一，与上述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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