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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立哌唑治疗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的血药浓度与临床疗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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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阿立哌唑治疗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的血清药物浓度与临床疗效的关联性。

方法　纳入 27 例应用阿立哌唑治疗的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观察 8 周，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

（HPLC）测定阿立哌唑的血清药物浓度，以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定药物治疗效果，以

治疗时出现的症状量表（TESS）评定药物不良反应，使用 SPSS 18.0 统计软件对血药浓度与临床疗

效评分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治疗第 1 周末阿立哌唑血药浓度与 PANSS 减分率无相关性（r= 0.201，

P> 0.05），第 2 周末血药浓度与 PANSS 减分率有相关趋势（r=0.352，P= 0.055），而第 4、8 周末血药

浓度与 PANSS 减分率呈显著正相关（r>0.503，P< 0.05）。有效组患者的血药浓度高于无效组，最低

有效浓度为 285.2 ng/ml，发生不良反应的药物浓度阈值为 440 ng/ml。结论　阿立哌唑治疗儿童青少

年精神分裂症较适宜的血药浓度范围为 285.2~440ng/ml，血药浓度与临床疗效之间存在着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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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concentration of aripiprazole and clinical efficacy in the treatment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JIANG Shuzhen，YAN Kun，FU Yonghui，et al.  Jiangxi 
Mental Hospital，Nanchang 330029，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concentration of aripiprazole and its clinical 

efficacy in the treatment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Methods 27 cases of children and ado-

lescent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received oral non-fixed dosage of aripiprazole for 8 weeks. The serum concentration 

of aripiprazole was determined with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HPLC）. The psychotic symptoms of 

patients were evaluated wi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ANSS）and the adverse reactions were assessed 

with Treatment Emergent Symptom Scale（TESS）. Results There wa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erum concentration 

of aripiprazole and the reduction rate of PANSS scores at the end of first week（r=0.201，P>0.05）. A trend towards to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erum concentration of aripiprazole and the reduction rate of PANSS scores was found at 

the end of second week（r=0.352，P=0.055），an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ere observed at the end of both fourth and 

eighth weeks（r>0.503，P<0.05）. No relationship was found between the oral dosage of aripiprazole and the clinical 

efficacy. The mean concentration of aripiprazole in effective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ineffective group. The lowest 

effective concentration of aripiprazole was 285.2 ng/ml and the concentration threshold occurring side effects was 440 ng/

ml. Conclusion The serum concentration of aripiprazole is correlated with its clinical efficacy in the treatment of chil-

dren and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and the suitable concentration range is 285.2～440 n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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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儿童青少年期较为常见的一种重

性精神疾病。阿立哌唑（Aripiprazole）是一种新型的

喹啉酮类抗精神病药，因其疗效好、副反应轻的特

点，目前已成为精神分裂症的临床一线用药。2007

年，美国 FDA 正式批准阿立哌唑用于 13~17 岁的儿

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的治疗。国内外研究发现，阿

立哌唑治疗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的疗效确切，安

全性高［1，2］。关于阿立哌唑治疗成人精神分裂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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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态血药谷浓度（简称血药浓度）与临床疗效的关联

性，国内外已有较多报道［3-4］。但阿立哌唑治疗儿童

青少年患者的血药浓度及临床疗效的相关性，目前

则尚未见相关报道。本研究通过检测儿童青少年精

神分裂症患者血清阿立哌唑的药物浓度，分析其与

临床疗效的关系，探讨阿立哌唑的适宜血药浓度范

围，以期为儿童青少年的合理用药提供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6 月在江西省精神病院住

院治疗的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入组标准：

①符合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第 10 版

（ICD-10）的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②年龄 12~17 岁；

③汉族；④阳性与阴性症状评定量表（PANSS）评分

≥ 60 分；⑤监护人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

其它类型的精神病性障碍、酒精及药物滥用等；②明

确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如肿瘤、癫痫、脑外伤史；③各

种躯体疾病如感染、糖尿病、心脏病等；④严重的过

敏史。本研究获江西省精神病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通

过。试验过程中共有 27 例患者完成研究，其中男性

13 例，女性 14 例，平均年龄（15±2）岁；病程 1~42
个月，中位数为 5 个月。

1.2　给药方法

入组患者经过 3~5 天的药物清洗期后，开始给

予阿立哌唑口服治疗，起始剂量为 5 mg/ 日，药物剂

量根据个体耐受情况逐渐增加（每 3~5 天增加 5 mg/

日，分 2 次口服），每日最大剂量不超过 30 mg，疗

程 8 周。研究期间，患者出现失眠症状可加用苯二

氮卓类药物，出现心动过速者加用美托洛尔，出现

锥体外系反应可使用盐酸苯海索片。

1.3　临床评定

①疗效评价：入组患者分别在基线及治疗 1 周、

2 周、4 周、8 周末采用 PANSS 量表评定疗效。疗效

以 PANSS 减分率为依据，减分率≥ 50％为有效，< 

50％为无效。②安全性评价：分别在基线及治疗后

采用 TESS 量表评定药物副反应。研究人员进行量表

一致性测试的 Kappa 值大于 0.8。

1.4　阿立哌唑血清药物浓度测定［5］

在服药后第 1、2、4、8 周末的清晨 6：00 采集静

脉血 5 ml，离心后提取上层血清并置于 -80℃的超低温

冰箱中贮藏待测。阿立哌唑血清药物浓度利用高效液

相色谱分析技术（HPLC）进行测定。阿立哌唑标准品

购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纯度大于 99.8％）。血

清阿立哌唑最低检测浓度为 5 ng/ml，最低检测量为 2.5 

ng。平均萃取回收率为 81％，方法回收率为 96~99％。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8.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

料采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x±s）
的形式表示，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或

百分比（n，％）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计

量资料相关性检验采用 Person 相关分析。所有统计

分析取双侧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阿立哌唑治疗前后 PANSS 评分比较

表 1 显示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经阿立哌

唑治疗前后 PANSS 量表的评分情况。PANSS 总分、

阳性症状分和一般精神病理分从第 2 周末开始即出

现有统计学意义的降低（P<0.05）。与基线相比，

PANSS 量表的总分及各因子分从第 4 周末开始均有

显著性减少（P<0.05 或 0.01）。

表1　治疗前后PANSS总分及各因子分比较（x±s，分）

治疗时间
PANSS 
总分

阳性症 
状分

阴性症 
状分

一般病理 
症状分

基线 83.5±9.2 23.5±4.2 20.2±5.4 39.8±6.6

第1周末 79.4±8.9 21.3±3.8 19.1±6.5 38.9±7.1

第2周末 70.2±5.51） 17.8±5.21） 18.0±3.9 34.4±6.31）

第4周末 61.3±7.61） 15.9±5.22） 16.6±4.31） 28.8±5.72）

第8周末 51.1±4.92） 12.6±5.22） 13.8±5.52） 24.6±4.22）

注：与基线相比，1）P<0.05，2）P<0.01。

2.2　阿立哌唑血清药物浓度与药物剂量、临床

疗效的相关性分析

表 2 显示患者在阿立哌唑治疗后的第 1、2、4、

8 周末的血清药物浓度、药物治疗剂量、PANSS 总

分减分率及各因素间的相关性分析情况。阿立哌唑

的血药浓度与服药剂量呈显著相关性（P<0.05）。治

疗第 1 周末阿立哌唑的血药浓度与 PANSS 减分率无

相关性（r=0.201，P>0.05），第 2 周末的血药浓度与

PANSS 减分率呈相关趋势（r=0.352，P=0.055），而

第 4、8 周末阿立哌唑的血药浓度与 PANSS 减分率呈

显著正相关（r>0.503，P<0.05）。将阿立哌唑的服

药剂量与 PANSS 减分率作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二

者在各个时间点均无显著相关性（P 值均大于 0.05），

说明增加药物剂量不一定能提高临床疗效。

2.3　最低的有效血清药物浓度分析

27 例患者经阿立哌唑治疗 8 周后，治疗有效的

（PANSS 减分率≥ 50％）有 19 例患者，治疗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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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8 例患者，有效率为 70.4％（19/27）。血清药物浓

度比较发现，治疗有效组的浓度在第 2、4、8 周末均

显著高于治疗无效组（P<0.05）（见表 3）。在药物浓

度和临床效应相关的基础上，利用 ROC 曲线分析第

8 周末血药浓度的最佳截断值。结果显示，血药浓度

最佳截断值为 285.2 ng/ml，即为最低有效血药浓度。

表3　有效组与无效组在不同时间点的血药浓度比较（x±s，
ng/ml）

组别 第1周末 第2周末 第4周末 第8周末

有效组 169.3±52.9 278.6±71.5 347.1±64.6 378.3±120.1

无效组 126.2±60.1 181.1±82.3 225.6±70.7 253.2±104.6

t 1.357 2.018 2.148 2.560

P 0.189 0.054 0.042 0.017

2.4　药物不良反应分析

27 例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使用阿立哌唑治

疗的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33.3％（9/27），主要有锥体

外系反应（4例）、坐立不安（1例）、恶心（1例）、嗜睡（1
例）、失眠（1例）、肝功能异常（1例）。药物不良反应

一般在用药 2～3 周或加大药物治疗剂量后出现。利用

ROC 曲线分析阿立哌唑血清药物浓度与药物不良反应

发生之间的阈值，结果显示血药浓度最佳截断值为 440 

ng/ml，即为发生不良反应的最低血药浓度，血药浓度

大于该数值时出现不良反应的概率将可能会明显增加。

3　讨论

阿立哌唑既是突触后多巴胺受体的阻滞剂，又是

突触前多巴胺自身受体的激动剂，能稳定多巴胺递质系

统，对精神分裂症阳性、阴性和认知损害症状均有显著

治疗作用。此外，阿立哌唑对 5- 羟色胺 1A（5-HT1A）

和 5-HT2A 受体有高度亲和力，与 5-HT2C、5-HT7、

肾上腺素α1 和组胺 H1 受体有中等亲和力，而对胆碱

能受体无明显亲和力。这些药理机制使阿立哌唑有临床

应用的优势［6，7］，如较少的锥体外系反应（EPS），不引

起体重增加，不引起催乳素（PRL）升高等。本研究结

果显示阿立哌唑治疗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的总体有效

率为 70.4％，与北京安定医院的报道基本一致［1］。患者

PANSS 总分、阳性症状分及一般精神病理分自治疗第 2
周末起较基线水平有显著下降，阴性症状分也在治疗第

3 周末开始出现显著降低，持续至研究结束。

国内外有较多研究探讨阿立哌唑治疗成人精神

分裂症的血药浓度与临床疗效的关系，发现阿立哌

唑的血药浓度与临床疗效具有较好的相关性［3-5］。我

们的研究发现，阿立哌唑治疗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

症的血药浓度在第 2 周末即与 PANSS 减分率呈现相

关趋势，在第 4 和 8 周末与 PANSS 减分率呈显著正

相关。对治疗有效组与治疗无效组的阿立哌唑血药

浓度比较也发现，有效组患者的血药浓度在第 4、8
周末均显著高于无效组患者。这些结果说明儿童青

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使用阿立哌唑治疗时，其血药

浓度与临床疗效也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个体间存在

着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差异，服用相同剂量的药物并

不意味着血清药物浓度也相同。本研究发现患者的

服药剂量与 PANSS 量表的减分率之间无显著相关

性，提示血药浓度监测将更利于客观地调整药物剂

量，减少药物调整的盲目性，使患者获得最佳疗效。

研究显示，阿立哌唑治疗成人精神分裂症的血药

浓度在 363~550 ng/ml 范围内疗效较好，副反应较轻，

被认为是较适宜的治疗窗［3］。本研究发现，阿立哌唑治

疗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的最低有效血药浓度为 285.2 

ng/ml，发生药物不良反应的血药浓度最佳截断值为

440 ng/ml，提示阿立哌唑治疗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在

285.2~440 ng/ml 的范围内疗效较好，副反应较轻。尽管

儿童青少年患者服用阿立哌唑的药物剂量与成年患者的

推荐剂量相类似，但其血药浓度范围却明显低于成年患

者，我们推测其原因可能与儿童青少年期的肝脏相对较

大，代谢能力相对较强有关。此外，该现象也再次说明

血药浓度监测将更有利于客观地调整药物治疗剂量。

本研究发现，阿立哌唑治疗儿童青少年精神

分裂症的总体有效率为 70.4％，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33.3％，不良反应类型也与成年期患者相类似，说

明阿立哌唑治疗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的疗效确切，

表2　阿立哌唑血清药物浓度与药物剂量、PANSS减分率的相关性分析

治疗时间 血药浓度（ng/ml） 药物剂量（mg） PANSS减分率（％） r1值 P1 r2值 P2

第1周末 156.5±46.5 7.7±2.6 7.4±3.3 0.157 0.049 0.201 0.092

第2周末 246.7±83.5 14.1±3.8 24.0±7.6 0.261 0.012 0.352 0.055

第4周末 311.4±108.2 17.3±2.6 40.3±15.1 0.325 0.008 0.503 0.022

第8周末 341.2±127.7 20.5±3.5 58.4±17.2 0.332 0.006 0.608 0.003

注：r 1值为血药浓度与药物剂量的相关系数；r 2值为血药浓度与PANSS减分率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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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高。本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如样本量较小，

未研究体质指数对药物浓度的影响，未检测阿立哌

唑代谢产物的浓度等。未来的研究需要通过扩大样

本量，同时检测阿立哌唑及其活性代谢产物的浓度，

并考虑体质指数、联合用药等因素的影响，从而更

好地确定该药治疗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的疗效和

适宜的血药浓度范围，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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