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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精神病药物对精神分裂症患者骨密度影响的研究进展

梁 英 于 欣

【摘要】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可能会造成精神分裂症患者骨密度下降和
骨质疏松，而抗精神病药引起泌乳素升高很可能是引起骨密度下降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本文围
绕近年有关抗精神病药物对精神分裂症患者骨密度影响及其发生机制的相关研究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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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个世纪以来，抗精神病药物的广泛应用明

显提高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症状的缓解率，改善

了患者的社会功能。然而，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物

造成的不良反应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比如，

精神分裂症患者共病代谢综合征、心脑血管疾病等

躯体疾病的风险明显高于普通人群［1］。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抗精神病药物可能会造成精神

分裂症患者骨密度下降和骨质疏松［2］，进而使精

神分裂症患者发生骨折的风险增加两倍以上［3］。
因此，应重视抗精神病药物对精神分裂症患者骨密

度的影响，本文就此进行综述。
一、骨质疏松的定义和诊断

骨质疏松症 ( Osteoporosis) 是以骨强度下降

和骨折危险性增加为特征的一种系统性、全身性骨

骼疾病。骨密度占全部骨强度的 70%以上，个体

的骨密度由峰值骨量所决定，绝大多数人在 20 至

30 岁时达到高峰，40 岁以后逐渐下降。临床上通

常使用 T 值来表示个体的骨密度。T 值是指个体骨

密度与处于峰值骨量人群骨密度均值比较，所得出

的之上 ( +) 或之下 ( －) 的标准差数。世界卫生

组织 ( WHO) 推荐的诊断标准: －1 ﹤ T 值﹤ 1 表

示骨密度值正常; －2. 5 ﹤ T 值﹤－1 表示骨量低、
骨质流失; T 值﹤－2. 5 表示骨质疏松。双能 X 线

检查 ( dual-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DEXA) 是

目前国际学术界公认的骨密度检查方法，以其测定

值作为骨质疏松的诊断金标准。
二、精神分裂症本身对骨密度的影响

即使未服用任何抗精神病药物，精神分裂症患

者本身也可能更容易出现骨密度异常。与普通人群

相比较，精神分裂症患者更多合并罹患骨质疏松的

危险因素，包括缺少体力活动、日光照射减少、合

并烟草和酒精滥用、营养缺乏致钙摄入不足以及维

生素 D 缺乏等。然而，迄今为止尚没有未用药精

神分裂症患者骨密度的流行病学调查，在未来研究

中，针对首发未治精神分裂症患者骨密度的大型流

行病学调查将十分必要。
三、抗精神病药物对精神分裂症骨密度的影响

精神分裂症患者使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常常会

引起泌乳素水平升高，性激素水平继发性下降，进

而引起钙、磷、维生素 D3 吸收减少，增加了骨密

度下降的风险。最近两项分别在猕猴和大鼠中进行

的动物实验一致发现抗精神病药物与骨密度下降有

关［4，5］。在大鼠的实验中，研究发现股骨骨密度与

抗精神病药引起的泌乳素升高以及继发雌二醇水平

下降相关［4］。
1 抗精神病药物引起高泌乳素血症
泌乳素的分泌由神经生化通路和激素通路共同

控制，但 泌 乳 素 分 泌 的 最 主 要 调 节 剂 为 多 巴 胺

( dopamine，DA) 。在体内和体外研究中，多巴胺

均显示是泌乳素 ( prolactin，PＲL) 的强力抑制剂。
在下丘脑弓状核，结节漏斗部多巴胺 ( TIDA) 神

经元释放 DA 到垂体前叶，持续抑制泌乳素分泌。
所有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均是 D2 受体强有力的

拮抗剂，因为药物从受体解离速度慢，拮抗 D2 受

体时间延长，如果连续给药，导致泌乳素分泌的累

积效应，造成高泌乳素血症。在第二代抗精神病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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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中，由于它们都是 D2 受体拮抗剂，所以均会对

泌乳素造成影响。然而，大部分对泌乳素升高的影

响并不突出，被称为 “泌乳素抑制”药物，比如

氯氮平、奥氮平、喹硫平以及阿立哌唑等，而利培

酮和氨磺必利对泌乳素的影响则很大。
关于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对泌乳素影响的差

异，目前有两个主要理论假说: ①从 D2 受体快速

解离。那些较少引起泌乳素升高的抗精神病药物往

往可以从 D2 受体快速解离。②由于垂体前叶在血

脑屏障以外，可能与抗精神病药物通过大脑的相对

渗透率有关。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中，利培酮、氨

磺必利与喹硫平、奥氮平相比较，垂体 D2 受体占

有率要高于中枢纹状体 D2 受体占有率。
2 高泌乳素血症对骨密度的影响
在泌乳素瘤继发高泌乳素血症的女性中，骨皮

质密度下降 17%，并且与年龄匹配对照相比较，

骨密度下降 1 个标准差，就会使骨折风险增加一

倍［6］。另外一些研究发现，高泌乳素血症并停经

的女性中，骨密度下降与雌激素水平相关，而与泌

乳素水平无关，并 且 与 停 经 时 间 相 关［7］。综 上，

高泌乳素血症与骨质疏松的关联很可能是由泌乳素

持续升高所继发的雌激素水平下降所介导的。另

外，在女性中，高泌乳素血症也可能通过其他机制

来降低骨密度，包括雄激素水平的改变，以及泌乳

素对成骨细胞的直接抑制作用。
在男性中，泌乳素瘤继发高泌乳素血症同样会

导致性功能减退和骨质疏松。有研究显示，在高泌

乳素血症的男性中，前臂和椎骨的骨密度显著下

降，并且桡骨骨密度与高泌乳素血症持续时间相

关［8］。
3 抗精神病药物对骨密度的影响
1980 年 Baastrup 等［9］首次报道长期服用氟哌

啶醇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年龄性别匹配的对照组相

比较，前臂骨密度下降 14%。然而，最近 10 年来

学者们才开始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一现象。Meaney
等［10］评估 55 例服用抗精神病药物超过 10 年的慢

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共纳入 30 例男性和 25 例绝经

后女 性， 研 究 发 现 17 例 ( 57%) 男 性 和 8 例

( 32%) 女性存在骨密度下降，多元回归分析显

示，骨质流失与抗精神病药物剂量相关，并且男性

患者与睾酮水平负相关，由于纳入的女性患者均为

绝经后女性，故该研究无法探索女性患者骨密度与

性激素的关系。Howes 等［11］对 102 例抗精神病药

物治疗时间相对短 ( 平均治疗 3 年) 的精神分裂

症患者进行评估，患者服用 14 种不同的抗精神病

药物，并多数合并其他药物治疗，53. 7%的男性患

者和 27. 2%的女性患者显示出轻度的骨密度下降;

但除了黑人男性患者的椎骨外，与正常人群相比

较，骨密度的差异无显著性。Okean 等［12］对 38 例

相对年轻的绝经前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了研

究，患者服用“泌乳素升高”药物 ( n = 26) 或奥

氮平 ( n= 12) 至少 1 年，使用 DXA 对患者的腰椎

以及股骨颈的骨密度进行测量，同时测查泌乳素和

性激素; 研究显示，“泌乳素升高”组患者 96%存

在高泌乳素血症，而奥氮平组仅为 33%，“泌乳素

升高”组患者 65%出现骨密度下降，而奥氮平组

仅为 17%; 并且存在骨密度下降的患者中，95%同

时伴有高泌乳素血症。
两项探索性研究对维持期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

者进行前瞻性随访研究。Abraham 等［13］纳入 14 例

单一使用利培酮或奥氮平的稳定期绝经前女性精神

分裂症患者，按照泌乳素水平分为 “泌乳素升高

组”和“泌乳素正常组”，基线和 1 年进行骨密度

测量，基线、3 月、6 月和 1 年进行骨代谢标记物

的检测。研究并未发现腰椎或股骨骨密度发生变

化，然而，骨代谢标记物在 6 个月时即发现显著改

变，骨形成标记物 ( 血清骨钙素) 、骨重吸收标记

物 ( 尿Ⅰ型胶原交联氨基端肽 NTX) 均显著升高。
Meaney 等［14］共纳入 38 例稳定期绝经前女性精神

分裂 症 患 者，按 照 服 用 抗 精 神 病 药 物 不 同 分 为

“泌乳素升高药物组”与 “泌乳素抑制药物组”，

并进一步将每组病人分为 “干预组”和 “非干预

组”两个亚组，干预内容包括负重锻炼、含钙及

维生素 D 饮食以及补充性激素。基线和 1 年进行

骨密度测量，基线、3 月、6 月和 1 年进行骨代谢

标记物的检测。结果显示，在未接受干预的患者

中，与“泌乳素抑制药物组”的患者相比较，“泌

乳素升高药物组”患者腰椎骨密度下降更显著，

并且骨形成代谢标记物 ( 碱性磷酸酶) 更低，在

接受干预的患者中，“泌乳素抑制药物组”的患者

腰椎和髋骨骨密度均有明显上升，“泌乳素升高药

物组”患者则无明显变化。
综上所述，抗精神病药物引起的高泌乳素血症

以及性激素下降很可能会引起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骨

密度下降。精神分裂症患者尤其应关注抗精神病药

物的此类不良反应，原因有二: 首先，大多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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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症患者起病于青壮年，该年龄段开始服用抗精

神病药物并引起高泌乳素血症，可能会造成峰值骨

量下降; 其次，精神分裂症往往需要持续服药数年

甚至数十年，长期持续高泌乳素血症可能会使骨密

度持续下降。精神科医生在临床工作中应该密切注

意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对泌乳素的影响，对于出现高

泌乳素血症的患者，应该定期监测骨密度变化，必

要时给予积极有效的治疗干预，以避免骨密度下

降，减少骨折的发生率，提高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生

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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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忍受的结构、测量及研究展望

丁小斌1 赵庆华2

【摘要】本文介绍了痛苦忍受的概念、结构与测量。目前比较认同的痛苦忍受的概念有两
种: ( 1) 对消极情绪或其它厌恶状态 ( 如: 身体不适) 忍受的感知能力; ( 2) 忍受由某些压力
引起的令人痛苦的内部状态的行为。研究表明，痛苦忍受包括不确定忍受、模糊忍受、挫折忍
受、消极情绪忍受、身体不适忍受五个方面。目前主要通过被试对实验程序诱发的与焦虑唤醒相
联系的生理感觉的忍受时间，被试对困难或挫折任务的持续时间来推断其痛苦忍受能力。总之，
已有的研究表明，痛苦忍受犹如一个很好的透镜，通过它可以更好地了解各种精神机能障碍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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