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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P2D6基因多态性与分裂症易感性及利培酮治疗反应的研究进展

曾　雷 、 元　静 、 卫芋君 、 张　艳 、 冯国华 、 杨建中

【摘要】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精神分裂症具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性。鉴于抗精神病药物的重要参与酶

CYP2D� 是最具遗传多态性的代谢反应酶，本文从该酶基因多态性对精神分裂症易感性及治疗药物

利培酮的药代动力学、疗效与不良反应的影响出发，就其基因型在精神分裂症致病因素及个体化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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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色素 P450 主要存在于细胞的内质网和线粒

体的内膜上，是由含有亚铁血红素 - 硫醇盐的蛋白

质所组成的一类基因家族，目前对其结构、功能及

其在药物代谢过程中的作用有着较为广泛的研究。

CYP2D6 基因是细胞色素 P450 基因家族中的成员之

一，位于 22 号染色体长臂 1 区 3 带 1 亚带上，目前

已知其多态性等位基因已经超过 100 个。研究表明

该基因参与了大约 25％的临床常用药物的代谢，包

括抗心律失常药、β- 受体阻滞剂、抗癌药、抗抑郁

药、抗精神病药等临床药物［1］，是最具遗传多态性

的代谢反应酶，在遗传学特别是药理遗传学中具有

重要意义。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病因尚未明确的严重且常见

的精神疾病，全球患病率为 5‰，整体社会负担在

各种疾病中排名第四位。尽管精神分裂症病因仍不

明确，但遗传因素在其发生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有文献表明该影响程度可以达到 80％［2］。目前精神

分裂症主要以抗精神病药治疗为主，其中利培酮是

使用最广泛的第二代抗精神病药之一。利培酮具有

很高的 5-HT2 和 D2 受体的亲和力，对精神分裂症的

阳性症状、阴性症状及认知功能均有一定的改善作

用［3］，且锥体外系不良反应比较少，症状程度多为

轻中度，耐受性好［4］。

本文从 CYP2D6 基因多态性对精神分裂症易感

性及其对利培酮的药代动力学、疗效与不良反应的

影响出发，就其基因型在精神分裂症致病因素及个

体化治疗方面的关系进行综述。

一　CYP2D6基因与精神分裂症易感性

CYP2D6 不仅在肝脏、小肠中表达，还存在于

中枢神经系统而参与神经递质的代谢，进而该基因

可能与神经系统功能紊乱而与分裂症的易感性有关。

西方国家有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的 CYP2D6
弱代谢型基因频率小于健康对照，提示 CTP2D6 在

致精神分裂症起病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白色人种

中普遍存在的弱代谢基因型携带两个无效等位基因

（CTP2D6*3，*4，*5，*6），而在中国和日本人群中

起重要作用的则为 CTP2D6*10 引起的酶活性减退的

缺陷等位基因［5］。另一方面，国内博士毕业论文显

示 CYP2D6 C188T 突变基因型 T/T 和突变等位基因

T 与难治性精神分裂症关联，可能是难治性精神分

裂症的易感性基因［6］。与此证据相一致，一项对中

国 199 名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研究显示，病例组

和对照组 CYP2D6/C188T 的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

相比存在显著性的差异［7］。但也有相反的结论，如

台湾曾对 162 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及 94 名健康对照的

CYP2D6 四个基因多态性位点（188C/T，1934G/A，

2938C/T and 4268C/G）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该基因

不是精神分裂症的易感基因［8］；与此结果相一致，有

研究显示中国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健康人群在 CYP2D6 

C100T（Pro34Ser）遗传多态性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9］。因此，有关 CYP2D6 基因与精神分裂症易感

性的关系，不同的研究中结果并不统一，目前尚无

明确的结论说明某个位点是精神分裂症的易感因素，

也许后续的多基因多位点的交叉作用研究中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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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明确意义的结果。

二　CYP2D6与利培酮药物代谢及治疗反应

根据功能等位基因的数量可以将 CYP2D6 分

为四种不同的代谢型：携带两个无效等位基因（如

CTP2D6*3，*4）的弱代谢型（PMs），这种基因型

在亚洲人群中很少见；携带一个无效等位基因（如

CTP2D6*3，*4，*5，*6）或者两个缺陷等位基因（如

CTP2D6*10）的中间代谢型（IMs），将近 50％的亚洲

人群表达为该类型；携带基因重复或者多拷贝基因

（如 CTP2D6*2）的超快代谢型（UMs），在欧洲人群

比较多见；代表正常酶活性（如 CTP2D6*1）的正常

代谢型（EMs）。与之相联系，这可能与精神分裂症

的药物治疗反应有关。作为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典型

药物之一，利培酮在疗效和副反应方面都有很大程

度的个体差异性表现。在使用利培酮治疗的十多年

间，总有 10％—20％的患者对药物治疗疗效较差，

20％—30％的患者会因为复发或者严重不良反应停

止用药。产生这些差异性的原因尚无明确定论，但

遗传因素，特别是基因多态性在抗精神病药的个体

差异性方面起着重大的作用。其中，作为药理遗传

学研究中研究最多的基因，CYP2D6 基因多态性在一

定的程度上可提供了某种解释；实际上，与利培酮代

谢有关的 CYP2D6 基因是唯一一个被美国食品及药

物管理局（FDA）列为该药弱代谢型（PMs）人群的

药物基因组生物标记基因。

CYP2D6 作为一种重要的药物代谢反应酶可以

影响利培酮在人体内的代谢。例如，有研究表明

CYP2D6 基因型与利培酮治疗剂量之间存在强相关，

超快代谢型（UMs）患者利培酮治疗剂量最大，而

正常代谢型（EMs）、中间代谢型（IMs）和弱代谢型

（PMs）的治疗剂量则依次减小［10］。与之相平行，在

精神分裂症急性发作的利培酮治疗中，弱代谢型

（PMs）、中间代谢型（IMs）患者体内利培酮药物活

性成分血液浓度分别是正常代谢型（EMs）的 3.3 倍

和 1.6 倍［11］；在一项中国的研究中，给予 23 名健康

中国人 2mg 利培酮片口服，观察利培酮及 9- 羟基

利培酮的血药浓度，结果表明基因型 CYP2D6*10
纯合子的志愿者其利培酮和 9- 羟基利培酮的平均

最大血浆浓度和时间浓度曲线下面积均显著高于

CYP2D6*1/*1 和 *1/*10 基因型志愿者［12］。但也有研

究报道 CYP2D6*10（rs1065852）可以影响利培酮的

血药浓度，但对利培酮血浆中活性成分含量和 9- 羟

基利培酮的浓度没有影响［13］。总之，诸如此类的大

量研究表明 CYP2D6 基因多态性可明显影响利培酮

和 / 或其有效成分的血药浓度。

尽管 CYP2D6 基因多态性对利培酮的代谢有着

较为明显的影响，但其与利培酮疗效方面的相关性

研究却较少，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和研究对象各不相

同，而且阳性结果也不多见。有一项对 131 名门诊

病人的研究表明，经过长期规律的抗精神病药（包

括利培酮）治疗，弱代谢型（PMs）患者 PANSS 量表

中阴性量表得分显著较高，说明阴性症状治疗疗效

差可能与弱代谢型基因型有关［14］。同样对 76 名白色

人种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的研究却从另一方面表明，

弱代谢型（PMs）与利培酮治疗后 PANSS 总分的改善

显著相关［15］。与之相平行，在对中国住院病人的一

项研究表明，经过利培酮的治疗后，CYP2D6 C188T

（rs1065852、Pro34Ser）位点 CC 基因型相对于 TT 基

因型的 PANSS 总分减分率要小，提示该位点可能是

影响中国人群精神分裂症利培酮临床疗效的遗传易

感因素［16］。但也有研究表明，这种临床疗效的遗传

易感性可能是性别或其他基因位点等条件依赖性的，

如中国有研究表明 CYP2D6 C188T，DRD2 TaqIA 与

性别的交互作用对 PANSS 减分率的影响具有统计学

意义［6］；而项日本的一项研究则显示 CYP2D6*10 等

位基因在亚洲人群中不具有临床意义，该多态性并

不影响血浆中 9 羟基利培酮或有效代谢成分的水平，

因此并不会影响利培酮的临床疗效及副作用［17］。这

些研究发现提示，CYP2D6 基因多态性对利培酮的代

谢虽然有明显的影响作用，但可能并不是利培酮的

疗效的重要影响因素，该基因的不同多态性及其与

其他诸多复杂因素的相互影响在利培酮的疗效差异

中可能起着关键的作用。

三　CYP2D6与利培酮治疗不良反应

利培酮使用可能会引起体重增加、心血管疾病、

代谢综合征、肝脏毒性，高血糖和高胰岛素血症，

这些副作用可能会导致病人因心血管疾病、癌症的

死亡率的增高。CYP2D6 的基因多态性可能和利培酮

治疗的副作用比如迟发性运动障碍、震颤麻痹，QT

间期增长等有一定的关联。CYP2D6 弱代谢型（PM）

可以减缓利培酮的代谢，利培酮血药浓度的升高可

能与其副作用及因副作用而停药显著相关。对此，

药代动力学研究提出假设，排除利培酮其他基因参

与的药理学因素，细胞色素复合物活性的降低可以

通过增加其血药浓度间接的导致体重增加。与此相

关的研究证据显示，CYP2D6 rs1065852（Pro34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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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点 TT 基因型和体重增加、高血压的发生率显著相

关，纯合子 CC、TT 基因型和升高的胰岛素抵抗相

关，C 等位基因的存在和丙氨酸转氨酶 ALT 的增多

相关，携带 CT、TT 基因型的患者要比基因型 CC 的

患者更容易产生体重增加的副反应［18］ 。

2005 年的荟萃分析显示，CYP2D6 缺陷基因组

（包括 CYP2D6*6：rs5030655）能够增加迟发型运动

障碍的发生率，CYP2D6*2（rs16947、rs1135840）对

迟发性运动障碍没有影响，CYP2D6*10（rs1065852）
对迟发性运动障碍有无影响并不确定［19］。在中国精

神分裂症人群中，研究表明 CYP2D6*10 C188T 可能

与迟发性运动障碍的发生有关系［20］。2009 年的一项

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显示，相对于中间代谢型（IM）

和正常代谢型（EM），弱代谢型（PM）患者更容易出

现椎体外系副反应和迟发性运动障碍［21］。但也有研

究报道 CYP2D6*10（rs1065852）虽然可以影响利培

酮的血药浓度，但对利培酮血浆中活性成分含量和

9- 羟基利培酮的浓度没有影响，可能与利培酮在亚

洲人群的疗效、副作用方面均没有关系［13］。这些发

现提示，CYP2D6 基因的某些多态性除了与利培酮代

谢有关的功能改变外，其他与之相关的功能变化也

可能参与影响迟发性运动障碍的发生。

催乳素水平的增高与抗精神病药的垂体前叶的

D2 受体阻滞有关，大多数第二代抗精神病药具有较

弱的 D2 受体拮抗作用，催乳素的升高是微弱的、暂

时性的，但有研究表明利培酮能引起严重的、持久

存在的催乳素水平的升高［22］。在广泛性发育障碍儿

童的研究中，结果显示血清泌乳素水平与利培酮治

疗剂量、功能 CYP2D6 等位基因数、血清 9- 羟利培

酮浓度呈正相关，说明 CYP2D6 超快代谢型（UMs）

可能是催乳素升高的一个危险因素［23］。但是利培酮

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催乳素升高是否与 CYP2D6
基因多态性相关，目前暂无相关文献研究。

关于 CYP2D6 基因多态性与心血管方面不良反

应的关系的研究有限，与利培酮治疗相关的研究

更少。虽然有零星的散在研究显示 QT 间期延长和

CYP2D6 的缺陷 / 无功能等位基因有关（CYP2D6*3、

*4、*5、*6），而与利培酮、9- 羟基利培酮的血药浓

度无关［24］，但 QT 间期异常作为一种倍受关注的副作

用是否与利酮、CYP2D6 基因及其相互作用有关仍需

更多的研究数据支持。

综上所述，携带两个无效等位基因（CYP2D6*3、

*4、*5、*6）的 CYP2D6 弱代谢型（PMs）基因型在

白色人种中普遍存在，但在中国、日本等黄色人种

中极少出现，而携带缺陷等位基因（CYP2D6*10）主

要出现在中国、日本等黄色人种中，影响其药物代

谢。在不同的研究中，对同一个位点的表述并不相

同，比如 CYP2D6*10、C188T、C100T、188C/T 和

rs1065852 都是 CYP2D6 P34S 位点，导致编码第 34
位脯氨酸突变为丝氨酸。关于 CYP2D6 基因多态性

与精神分裂症发病易感性的关系目前尚无确切的结

论，已有的数据提示该基因可能与其他基因的交互

作用对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有一定的影响。在中国人

群中 CYP2D6 rs1065852 多态性可以使利培酮的代谢

速率减慢，增高利培酮并且降低其代谢产物 9- 羟基

利培酮的血药浓度，但 CYP2D6 基因与利培酮治疗

精神分裂症的临床疗效的相关性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临床疗效可能受很多因素的复杂影响，比如其他基

因的交互作用、性别、年龄、内分泌状态、神经递

质与神经发育状态等，还需后续大量的研究进一步

探讨。CYP2D6 基因多态性可能与利培酮治疗的不良

反应相关，特别是与迟发性运动障碍和体重增加相

关，这可能与 CYP2D6 基因多态性引起的药物浓度

差异以及其他相关的功能改变相关。利培酮能引起

明显的催乳素水平的增高，并有可能与心血管方面

的副作用相关联，但这是否与 CYP2D6 基因多态性

相关尚需后续大量的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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