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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例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药物治疗现状

王秀珍 、 孙太鹏 、 黄成兵 、 陈　刚 、 刘文亮

【摘要】目的　了解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药物治疗现状。方法　调查 2010 年 1 月 ~2015 年

12 月在我院住院的 258 例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药物治疗情况。结果　单用非典型抗精神病

药物 186 例（72.1％），两种抗精神病药物联用 72 例（27.9％）。单用利培酮 66 例（25.6％），奥氮平

56 例（21.7％），阿立哌唑 35 例（13.6％）。男性使用利培酮多于女性、使用阿立哌唑少于女性，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905，8.380，均 P< 0.01）。合用抗抑郁剂 48 例（18.6％），合用情绪稳定剂

16 例（6.2％），合用苯二氮卓类药物（BZD）32 例（12.4％），不同性别、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016～1.482，均 P> 0.05）。结论　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药物治疗以单用非典型抗精神

病药物为主。使用利培酮和阿立哌唑存在性别差异，少部分患者联合两种抗精神病药物，部分患者

合用抗抑郁剂、情绪稳定剂和 BZ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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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drug therapies for 258 in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 
　　WANG Xiuzhen，SUN Taipeng，HUANG Chengbing，et al.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The 3rd People’s Hospital 
of Huaian，Huaian 223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drug therapies for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 Methods　A study was conducted on the current drug therapies of 258 in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 in our hospital during Jan 2010 to Dec 2015. Results　Two types of antipsychotic drugs in 

combination were used in 72 cases（27.9％）. There were 186 cases（72.1％）using one atypical antipsychotic drug，

among which 66 cases of Risperdal（25.6％），56 cases of olanzapine（21.7％）and 35 cases of aripiprazole（13.6％）. 

Male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Risperdal more and Aripiprazole less than female patients，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

tistically significant（χ2=9.905，8.380，all P<0.01）. There were 48 cases of antidepressants（18.6％），16 cases 

of mood stabilizers（6.2％）and 32 cases of benzodiazepines（BZD）drug combination，and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when comparing between groups with different sex and age（χ2=0.016~1.482，all P>0.05）. 

Conclusion　Current drug therapies for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 were fundamentally 

reasonable，and mainly centered on single atypical antipsychotic drugs. There was sex difference in the application of 

Risperdal and Aripiprazole. A few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two antipsychotic drugs in combination. Some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antidepressants，mood stabilizers and BZ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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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8 岁以前发病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称为儿童

青少年精神分裂症［1］，其特点是早年起病、慢性病

程，预后较成人起病的差［2］。该病的早期识别和及

时治疗与远期预后密切相关［3］。抗精神病药物治疗

是精神分裂症的主要治疗，儿童青少年患者中也不

例外［4］。本研究对我院近 5 年住院的儿童青少年精

神分裂症患者药物治疗现状进行调查，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择 2010 年 1 月 ~2015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的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年龄≤ 18 周岁，

诊断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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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联用抗精神病药物

出院时两种抗精神病药物联用 72 例（27.9％），

男女联合使用两种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的频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χ2 =1.014，P>0.05），高年龄组联合

使用频率高于低年龄组（χ2 =4.588，P<0.05）。

2.4　合并其他药物

出院时合用抗抑郁剂 48 例（18.6％）、情绪稳

定剂 16 例（6.2％）、苯二氮卓类药物（BZD）32 例

（12.4％），。不同性别、年龄合用上述药物频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χ2 =0.016~0.323，P>0.05）。

3　讨论

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基本上使用了非

典型抗精神病药物，符合当前精神疾病临床治疗原

则［5］。其中单用利培酮占首位，可能是利培酮作为

5-HT 与 D2 体平衡拮抗剂，对阳性、阴性症状均有

理想的疗效，并可改善认知功能，且无镇静作用，

不良反应较轻［6］，因此对于学习期间的儿童青少年

患者更为适合。利培酮的主要活性代谢产物帕利哌

酮副反应更少，起效更快［7-8］，使用少可能与价格较

高有一定关系。单用奥氮平占第二位，有研究显示

多数儿童青少年在奥氮平治疗的早期精神症状即改

善［9］，奥氮平不良反应比氯氮平少，比较适合儿童

青少年患者。单用阿立哌唑位居第三，阿立哌唑是

D2 和 5-HT1A 受体的部分激动剂和拮抗剂，几乎不

会出现高催乳素血症、代谢性疾病、镇静等副作用，

故能够安全地用于儿童和青少年患者［10］。使用利培

酮男性多于女性，女性使用阿立哌唑多于男性也是

基于药物机理的不同，与利培酮相比，阿立哌唑不

引起泌乳素升高、体重增加和月经改变。不同性别、

不同年龄患者使用药物剂量与成人接近，与成人相

比，儿童少年期体内药物代谢与清除更快［11］，这说

明在儿童青少年患者中，药物耐受较好。 

单用一种抗精神病药物占 72.1％，符合精神分

裂症治疗尽量单一用药的原则。在联合两种抗精神

病药物方面不同性别、年龄组相似，对于疗效不佳

的患者采用两种不同化学结构、不同作用机制的抗

精神病药联合使用也有一定的合理性［12］。同时有

18.6％的患者合用抗抑郁剂，少数患者合用情绪稳

定剂，儿童青少年患者的临床症状往往不典型，如

早期症状会有情绪改变、情绪不稳定等而作为增效

剂使用。住院期间合用 BDZ 可能的原因是为了尽快

控制病情、改善病人睡眠等情况，但部分患者出院

（CCMD-3）》和《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版（ICD-10）》

中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排除患有严重器质性疾

病及伴有精神发育迟滞、广泛性发育障碍患者。

1.2　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研究，自制住院精神分裂症患

者治疗情况调查表收集资料，内容包括患者的性别、

年龄、出院治疗药物及合并用药情况。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7.0 统计软包进行资料整理和分析。

计数资料以例数（百分比）表示，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或 t 检验。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纳入研究对象 258 例，年龄 10~18 岁，平均

（16.15±1.70）岁，其中男 125 例，平均年龄（16.31
±1.57）岁，女 133 例，平均年龄（16.01±1.83）岁，

男女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1.428，P=0.154）。

2.2　单用抗精神病药物

出院时单用一种抗精神病药物 186 例（72.1％），

除 1 例单用奋乃静以外，均使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

物，其中单用利培酮 66 例（25.6％）、奥氮平 56 例

（21.7％）、阿立哌唑 35 例（13.6％），单用帕利哌

酮、氨黄必利、喹硫平、齐拉西酮、氯氮平较少，

分别为 8、8、9、2、1 例。男性使用利培酮多于女

性，女性使用阿立哌唑多于男性（P<0.05）。10~15
岁 77 例（低年龄组）与 16~18 岁 181 例（高年龄组）

利培酮、奥氮平、阿立哌唑使用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1。

奥氮平、阿立哌唑的使用剂量低年龄组（13.75
±4.74、16.25±4.83）低于高年龄组（17.06±4.73、

20.65±5.2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2.365 、2.406，

P<0.05）。

表1　单用新型抗精神病药物使用率（例数，％）

药物 男 （n=125） 女（n=133） χ2  P 10~15岁（n=77） 16~18岁 （n=181） χ2 P

利培酮 43（34.3） 23（17.3） 9.905 0.002 25（32.5） 41（22.7） 2.734 0.098

奥氮平 33（26.4） 23（17.3） 3.145 0.076 16（20.8） 40（22.1） 0.055 0.814

阿立哌唑 9（7.2） 26（19.5） 8.380 0.004 12（15.6） 23（12.7） 0.381 0.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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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使用合理，有可能形成药物依赖或认知功能损

害。联合使用抗精神病药和其他药物可能对一些患

者有益，但仍然要仔细评估其安全性和有效性［12-13］。

综上所述，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疗

以单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为主，部分患者合并抗

抑郁剂、情绪稳定剂，而出院继续使用 BZD 应引起

重视。患者的部分精神症状如认知症状、内分泌改

变、体重增加方面的副作用，因资料记录不全未能

作统计分析，需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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