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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的特殊性与开展带量采购的思考

江开达

【摘要】精神类疾病治愈率低、复发率、致残率高，患者依从性低，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药物维持治疗是降低复发和住院风险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规范的药物维持治疗，需要注意以下三点，

一是需要结合临床实际需求，遵循个体化用药原则；二是谨慎使用或替换高风险精神类药品（如窄治

疗指数精神药物），加强临床不良反应监测；三是强化精神类药物替换管理，提高患者依从性。国家

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启动以来，推动了药品价格回归合理水平，减轻了群众负担。截止目

前，国家已开展了三批四次带量采购，均纳入了精神疾病用药，体现了国家对精神卫生工作的重视

和迫切缓解精神疾病患者用药负担的初衷。但由于精神疾病患者的特殊性，对精神疾病用药进行带

量采购时可采取有区别的管理，既要慎重纳入高风险精神类药品（如窄治疗指数精神药物），采取“一

药一策”，加强使用监管，还可考虑适当延长精神疾病用药中选产品的医保支付标准过渡期，以及完

善相关配套措施，使带量采购成果真正惠及所有患者。

【关键词】精神疾病特殊性；药品带量采购；规范用药

【中图分类号】R7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21）03-0398-04

精神疾病一般称为精神障碍，是以临床显著的

个体认知、情感调节或行为紊乱为特征的一种综合

征，反映了个体心理、生理、发育过程中相关的精

神功能障碍［1］。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

中心统计，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已超过１亿

人，一项大规模全国性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精神疾病

患者年患病率约为 9.3％，终身患病率约为 16.6％，

其中抑郁症患病率最高，年患病率、终身患病率分

别为 3.6％和 6.8％［2］。

因此，加强精神卫生工作，是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维护和增进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重要内容，

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创新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的必然要求，对于建设健康中国、法治中国、

平安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十二五”期间，特别是《精

神卫生法》出台以后，精神卫生工作作为保障和改善

民生以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举措，被列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3］。

虽然我国精神疾病患者人群庞大，但精神疾病

的认知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诊断率和治疗率

也相对降低［4］。同时，精神疾病患者较为特殊，大

多无正常认知（精神分裂等疾病），或伴有一定的认

知损害（抑郁症等疾病），联合用药和换药带来的安

全性和依从性问题仍不容忽视。同时，随着国家带

量采购工作的常态化，精神类药品如治疗精神分裂、

抑郁症的药物也逐渐列入了带量采购目录，在政策

落地的过程中，亟需相应的质量和临床监管措施以

保障患者用药的连续性和安全性，根据精神疾病患

者特殊性，科学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一　精神类药品基本现状

精神药品是指主要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而影响

精神活动的药物［5］。这类药品具有明显的两重性，

一方面有很强的镇静等作用，是医疗上必不可少的

药品，同时不规范地连续使用又易产生依赖性，如

停药、换药等，容易使原有的精神症状复发或加重

等［5］。据 wind 医药数据库样本医院数据统计，2019
年神经系统用药销售额位居全市场份额的前五位，

占比高达 9.3％，其中精神类药物销售额占神经系统

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40％。

值得注意的是，回顾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

中心发布的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2019
年）［6］，排名前 5 位的分别为抗微生物药、心血管系

统用药、抗肿瘤药、激素及影响内分泌药、精神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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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用药。其中老年精神患者的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

占精神疾病用药不良反应的 73.33％，最常见的药物

不良反应为肝功异常（38.33％）、便秘（31.67％）和

锥体外系综合征（11.67％）。

二　精神疾病患者的特殊性

1　精神疾病经济负担重和社会成本高

精神疾病作为一类特殊疾病，病程长并且会反

复发作，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和控制，一方面会

导致高住院率、高致残率甚至死亡，造成医保基金

的过度消耗；另一方面患者会逐步脱离正常生活的轨

道，且使患者人格改变、社会功能下降和劳动能力

受损，控制不当甚至可能引发社会问题。

精神疾病给我国患者个人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

经济负担，2013 年精神疾病总成本超过中国总卫生

费用的 15％，约 GDP 的 1.1％［7］。同时，据世界卫

生组织预测，到 2020 年中国精神疾病的负担将占疾

病总负担的四分之一以上。另外，精神类疾病直接

医疗成本或者药费占总成本比例较低，可见早期合

适的的药物治疗对于降低未来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

负担具有重要意义。

2　精神类疾病具有特殊性，遵循个体化规范

用药

药物治疗是精神类疾病治疗的基石，持续规范

的药物治疗是维持患者病情稳定最为重要的因素。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的《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

疗工作规范（2018 年版）》指出，应当坚持急性期、

巩固期和维持期全程治疗，在巩固期和维持期坚持

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对降低病情复发风险具有重要价

值。同时，一项临床对照试验研究显示，规律服药

的康复概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复发率降低［8］。停

药几乎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复发，多次复发会对大脑

产生严重的损伤，而规范的药物维持治疗是降低复

发和住院风险最有效地方法之一，是决定疾病预后

和社会功能损害程度的关键因素。

规范的药物维持治疗，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需要结合临床需求，遵循个体化用药原

则。以精神分裂症为例，其治愈率低，复发率、致

残率高，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精神分裂症防

治指南第二版》［9］增加了国内外新上市的抗精神病药

物和一些已经上市药物的新剂型；强调维持治疗使

用急性期获得临床治愈的抗精神病药物，以一种抗

精神病药物为主，并且尽量选用安全性高、耐受性

好的药物，及时处理药物不良反应，提高患者依从

性；维持治疗的时间、使用的药物、剂量都应该依据

个体化原则，疗效稳定无特殊不良反应的情况下尽

可能不更换药物，避免疾病复发和症状波动。同时，

对于抑郁症等其他精神疾病患者来说，特定医生的

持续治疗、稳定的药品品牌以及稳定的疗效对于患

者的康复十分重要。如果需要换药，应该做到交叉

增减量和先加量再减量，切忌突然换药。

第二，谨慎使用或替换高风险精神类药品（如

窄治疗指数精神药物），加强临床不良反应监测。

窄治疗指数药物（Narrow Therapeutic Index Drug，

NTIDs），具有治疗血药浓度与中毒血药浓度相接

近的特点，容易导致严重治疗失败和（或）药物不

良反应。此类品种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乃至不同厂

家或品牌，尚存在差异，用药风险高。国外研究显

示，NTIDs 的不良事件发生率是非 NTIDs 的 2 倍。

同时，不同制药企业的相同 NTIDs 因配方、制备

工艺的不同，使得产品质量存在明显差异。由于质

量决定疗效，继续使用同一制药企业的 NTIDs 可确

保疗效稳定［10］。对于部分窄治疗指数精神药物来

说，比如治疗双相情感障碍的丙戊酸钠，需要保持

血药浓度稳定在治疗窗内。美国 FDA 一项关于碳酸

锂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碳酸锂是窄治疗指数药物，主

要因为两方面原因，一是碳酸锂的起效浓度和中毒

浓度之间的区间非常小；剂量或者血药浓度的变化

可能会导致治疗无效或者严重的中毒。锂盐不和蛋

白质结合，清除途经单一（通过肾脏排泄），血锂浓

度范围 0.4mmol～1.5mmol·L-1），几乎所有病例浓度

在 2mmol·L-1 时便会出现中毒症状。据研究表明，锂

盐 治 疗 最 低 中 毒 浓 度 为 1.6mmol·L-1。另一方

面，碳酸锂的临床治疗，需要在药代动力学检测的

基础上接受相关监测。而仿制药由于在工艺和杂质

含量等方面与原研产品无法完全一致，因此临床上

仿制药替换原研产品可能会导致治疗无效或者严重

中毒［11-13］ 。

第三，强化精神类药物替换管理，提高患者的

药物依从性、疗效及生活质量。精神疾病的治疗周

期长，在缓解患者的精神病性症状的过程中，通常

会有各种轻微或严重不良反应，这是导致精神病患

者治疗依从性不佳、共患疾病增多、功能和生活质

量下降的重要原因。美国医师协会提出，通过一致

性评价，大多数仿制药是可以替换原研药，但对于

精神疾病等不易控制的患者，不建议直接替换。由

于生产工艺的差异，不同企业生产的精神科治疗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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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特别是品牌药和其仿制药之间存在差异，经常

会有不同的临床效果及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以奥

氮平为例，因为其发生较少的锥体外系副反应，得

到广泛的应用，但对心脏的毒性作用已引起医学界

的高度关注。国内文献报道使用奥氮平治疗儿童精

神分裂症导致心电图改变的比例高达 26.7％［14］。一

项临床对照试验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厂家的奥氮平

治疗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心电图异常有差异，使

用奥氮平治疗第 2 周时，心电图异常数仿制奥氮平

组较原研奥氮平组多，有统计学差异（P<0.05）。仿

制奥氮平组引起窦性心动过速的人数较原研奥氮平

组多，有统计学差异（P<0.05）。另外，台湾一篇

2020 年发表的真实世界研究利用台湾健保数据库，

筛选出抑郁患者并按照不同抗抑郁药物的使用分为

原研药和仿制药两组，分析结果发现与大部分的仿

制药相比，原研药的使用（比如艾司西酞普兰等）在

减少患者住院率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仿制药对比原

研药调整后的风险比为 1.20-2.34，P<0.05）［15］。

三　对精神类药品开展带量采购的思考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启动以来，

总体平稳有序，有力推动了药品价格回归合理水平，

减轻了群众负担。截止目前，国家已开展了三批四

次带量采购，均纳入了精神疾病用药，体现了国家

对精神卫生工作的重视和迫切缓解精神疾病患者用

药负担。但是在政策落地实施过程中，据调研所知，

67.75％的受访医生遇到过患者拒绝使用中标药品的

情况，非原研中选药品的疗效与原研药品之间存在

质量差距，如需加大剂量才能达到相同的临床效果，

部分非原研中选药品过敏症状出现的频率更高。在

精神疾病等敏感领域，医务人员依然会优先使用原

研药［16］。同时，精神疾病患者通常缺乏正常认知，

依从性低，换药需要更长时间的患者教育，还需防

治各种不良反应，减少功能损害。

部分地方政府在执行 4+7 续约政策中，充分考

虑精神疾病患者的特殊性和患者依从性问题，给予

适当的执行过渡期或“一药一策”，例如北京，针对

精神类药品明确提出“医疗机构要制定完善中选药

品的临床用药指南，结合本机构中选药品使用情况

‘一药一策’逐个分析，对于慢性病人、老年人、精

神疾病患者等换药风险较高的特殊人群使用中选药

品，要有详细的替换方案，规范医师用药行为，逐

步放量使用中选药品”。少数地方政府为保障精神

类药品带量采购政策落地实施，针对精神疾病患者

使用中选药品制定了更加科学、合理、柔性的政策，

但国家层面带量采购政策对精神疾病患者用药尚未

采取有别于其他疾病领域用药的管理政策。

为确保精神疾病患者用药连续、病情稳定，国

家可在充分论证地方针对精神类药品带量采购管理

措施的基础上，遵循个体化规范用药，加强对精神

类疾病用药临床管理和不良反应监测，完善相关配

套措施，使带量采购真正惠及所有患者。

一是目录遴选中，慎重纳入高风险精神类药品，

如需纳入，则应经过临床、药学等专业领域专家充

分论证，重视精神疾病患者经济负担及由于治疗管

理不当所造成的社会成本，综合评估疗效、安全性

和经济性等因素。二是，考量精神类疾病用药的特

殊性，设置执行过渡期，一方面给予医院足够时间

落实中选药品的使用，如制定临床用药替换方案、

医务人员培训和患者教育，另一方面给予患者足够

的时间适应中选药品；三是，已经纳入带量采购的精

神类药品，应结合临床应用实际，采取“一药一策”，

科学制定临床替换方案，稳妥替换使用中选药品，

加强患者教育和心理安抚，及时处理换药引起的各

种不良反应，必要时可开展真实世界研究以验证中

选药品的临床质量和疗效，从而确保精神病患者用

药安全。四是，设置平稳或适当延长精神疾病用药

中选产品的医保支付标准过渡期。据研究显示，精

神疾病患者多为家庭经济贫困者，平稳的过渡期或

延长过渡期，可避免患者因自付比例骤然提高引发

社会矛盾；同时，考虑患者用药延续性，逐步实现患

者自付比例可承受。在医院实际操作中，需采取措

施防止医院“一刀切”出现停药、断药的现象，防止

增加医患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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